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也是萧山进入亚运

时间、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

年。

在年初的区委十五届六次

会议上，区委审时度势，作出了

全面深入打好“一二八”组合拳，

努力实现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的

决策部署。8月4日，萧山召开

区委十五届七次全会，开启了萧

山深度融杭，高质量打好“一二

八”组合拳的新征程。

而“一二八”组合拳，拳拳都

与钱江世纪城密切相关。

作为杭州亚运筹备的核心

区、萧山新经济发展的主平台、

区委“一二八”组合拳的大战场，

今年以来，世纪城抢抓“亚运筹

建”“大湾区建设、拥江发展”“数

字经济”“平台发展”等重大历史

战遇机遇，锚定“力保亚运会 主

抓新经济”的奋斗目标，拉高标

杆、善谋会干，争当区委“一二

八”组合拳的最佳践行者，在全

区发展中体现大担当，在平台竞

争中展现加速度，在自身发展中

实现高质量，以全新姿态拥抱发

展新时代，全力建设高质量发展

标杆区。

“接下来，在萧山深度融杭

的大背景下，世纪城将抢占经济

高质量发展、城市高标准建设、

环境高品质提升、干部高素质培

养等四大制高点，全方位打造萧

山深度融杭桥头堡，为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世纪城贡

献、展现世纪城作为。”世纪城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使命在肩冲在前，世纪城正

铿锵前行。

从市心北路到奔竞大道，从民和路到皓月
路，一幢幢高楼大厦在世纪城拔地而起，不断
刷新这座城市的天际线。

截至目前，区域内已竣工交付商办楼宇项
目45个，总体量约为345万平方米；在建商办
楼宇项目（含综合体）共27个，总体量约为310
万平方米。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江宁大厦累
计税额已达25413万元，钱江世纪公园累计税
额达10586万元，率先成为今年域内的税收

“亿万楼”。
楼宇经济的不断优化，是世纪城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主
引擎、主平台，世纪城用一组坚实的数字，刻画
出自己的发展轨迹：上半年，财政总收入完成
29.83亿元，同比增长24.89%；地方财政收入
完成19.59亿元，同比增长43.31%。从增幅
看，两项指标增幅均位居四个平台第一。从进
度看，截至6月底，世纪城考核口径财政总收入

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完成考核目标的84.71%
和82.34%，实现了高质量的“双过半”。

此外，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经营业绩再创新
高。上半年，经营性收入2.23亿元，同比增长
8.96%。先后保障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
会、2019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
式、联合国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等一系列
重大展览和活动，进一步打响了“杭博服务”
的品牌。

近年来，通过G20峰会、亚运会筹建等
重大利好，世纪城核心区的城市形态已经
初步建成，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但是，世纪城的未来要靠什么
来“兴城”？一定是产业。

世纪城把“产业兴城”作为第一发展
理念，持续发展以金融、总部、科技为主
导，以体育、会展、数字内容为特色的“3+
3”产业，布局了“一城一镇一社区一基地”
四个产业平台，以明晰的产业规划占据产
业制高点，通过不断招大引强，落地、填
充、丰富产业平台和产业体系，推动世纪
城形成特有的新兴产业生态圈。

在世纪城的产业平台上，四大主力阵
地已然清晰可见，并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在

钱塘江金融城，浙江省金融人才协会、钱塘
江金融港湾金融科技实验室、长三角金融
人才高校联盟等机构落户，累计引入各类
金融企业233家，实际管理资产总额达1500
亿元；在图灵小镇，中国（杭州）5G创新谷成
功引入，18家5G相关企业初步达成入驻意
向，浙大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顺利落户，
省级特色小镇（创建类）的争创工作正有序
开展；在国际人才社区，今年4月正式投用
后，已入驻各类企业、商铺59家，打造全区
最具国际化元素的外国人社群总部；在浙
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区，2019中国
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成功举办，完成中
长期规划编制，出台产业扶持发展政策，中
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院落地，中国音乐音

视频报备中心成立。
数据显示，上半年，世纪城共签约入

驻信达期货、恺英网络、浙商银行总部、华
媒智谷等 17个重点优质项目。到位实际
利用外资 2.88亿美元，半年完成全年任
务。招引数字经济类企业 667 家，占比
8.88%；规模以上企业共65家，其中数字经
济企业15家，占比为23.08%。

与此同时，科技、数字、人才等创新动
能要素不断集聚。区域内首个浙江省博
士后工作站在北大信研院设立，以院士为
代表的海内外高端人才也纷纷汇聚世纪
城。

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产业版
图日渐清晰。

与“高质量发展”同步推进的，还有“高
品质生活”。

美好生活的落脚点，可以很笼统，也可
以很具体。比如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
美的环境，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贴心的公
共服务……

在推进城市建设的进程中，世纪城不
断提升城市功能，完善民生配套，促进产城
融合，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美丽大花园。

比如世纪城5G布点项目，5G是未来城
市的基础设施，未来对 5G的需求会非常旺

盛，抢抓5G产业先机，世纪城5G基站布点
专项规划研究已通过区级部门评审。

与此同时，民生项目加快推进，世纪城初
中、盈丰小学、江南初中、江南小学等公办学
校推进顺利，省妇保钱江院区（一期）、汇德隆
奥体印象城等医疗、商贸配套加快建设。

其中，省妇保钱江院区项目分两期建
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10亿元，总建筑面积
12.3万方，已动工建设，预计 2021年建成。
世纪城首座商贸综合体汇德隆奥体印象城
也已经动工，预计 2021年将投入使用。建

成后可提供5800余套安置房的钱江世纪城
安置小区（二期）项目已启动开工建设，预
计2022年3月竣工。

综合治理方面，世纪城充分利用城市
大脑、交通小脑、亚运村、国博等多元应用
场景，推进智慧亚运、智慧楼宇、智慧场馆
等先行先试工作，全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
的世纪城样本。

这些都是世纪城加快城市建设、完善
配套功能、增强民生福祉的引领性、示范
性、标志性项目。

环境是软实力、影响力、生产力。今年，
萧山区把“环境”上升到战略高度，在“环境
立区”的三大方向中，打造和国际标准接轨
的营商环境是重中之重，被视为萧山掀起

“二次创业”新高潮的有力保障。
围绕打造“全区营商环境最优平台”这

一目标，今年2月，世纪城与全球四大管理咨
询公司之一的麦肯锡正式“牵手”，开展国际
化城区战略性研究咨询项目。对标一流城

市，全力补齐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产业打
造、招商政策、办事服务等方面存在的差距。

7月中旬，该项目研究成果正式出炉，
一个整体研究报告和四个专项课题报告，为
世纪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优化依
据。当下，世纪城正在对研究成果进行任务
分解落实，拿出行动方案，尽快推动研究成
果实实在在落地，确保全方位提升。

这是世纪城直面短板、自我变革、精准

发力的有力尝试，彰显了世纪城为全区在国
际化城区建设、营商环境打造等方面“先行
先试”的决心和担当。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世纪城还在政务环境
的打造上发力。在图灵小镇，一个区域内企
业、党员、群众办事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已在
酝酿中。未来，这个党群企业服务综合体将打
造成为全区“最多跑一次”新样板。目前，该项
目EPC招标等前期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经济发展谋求“高”质量

奔竞新时代 实干建新功

城市建设追求“高”品质

平台打造瞄准“高”能级

环境优化力求“高”标准

■记者 吕术艳 通讯员 廖伟 洪美娜
本版图片由钱江世纪城提供

把亚运筹备作为萧山今后一段时间的
总牵引，足见亚运对萧山实现全新蝶变的
重要性。而世纪城作为亚运会主要场馆和
配套建设的核心区、主阵地，将紧抓亚运会
赋予杭州“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重
大契机。

“亚运会对世纪城的重大意义，并不在
开幕式的这一天，而是在亚运筹备的这几
年，这才是意义。”世纪城管委会主要负责
人表示，台上一刻的精彩绽放，需要台下多
年的积攒和努力，亚运会更是如此，如果说
亚运筹备是一场大考，那么 2022年亚运会

的召开就是最终的交卷时间，成绩的优秀
与否，关键要素还是在于人。

5月 14日，在全面推进亚运筹备工作
现场会上，世纪城全面吹响了亚运建设攻
坚号角。按照保质量、保进度、保安全、保
廉洁的“四保”要求，世纪城以更高标准、更
实举措、更严要求、更佳状态，投入到这场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有满分、没有九十
九分的亚运筹建攻坚战中去。

自 2017年 10月正式开建以来，亚运三
馆项目始终围绕“2020年 12月底前竣工交
付，2021年 3月亚运试赛”的这一时间节

点，有序推进各项建设。目前，主体育馆、
游泳馆、综合训练馆地下室结构全面完成，
已逐步进入地上部分施工阶段，累计完成
投资 26.67亿元。媒体村、运动员村、技术
官员村等亚运“三村”全面开工建设，累计
完成投资15.9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亚运社区成功入围省
发改委首批未来社区试点创建建议名单。
不久的将来，亚运社区将成为浙江未来社
区的一个标志性社区。目前，项目已进入
桩基施工阶段，将在2021年底前全面完工。

亚运筹建力保“高”水平

8月 16日，“不忘初心 砥砺追梦”2019
主题演讲比赛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此次演讲比赛，是钱江世纪城党建带群建、
合力抓共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融入工作和生活的生动实践，也是世纪
城为培养磨砺优秀年轻干部搭建的又一载
体，从而更好地凝聚起打造杭州城市新中
心、国际化新城区的磅礴力量。

作为萧山深度融杭的桥头堡，世纪城处
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标准建设的
最前沿，干部队伍的格局、眼光、水平，某种
程度上决定着世纪城发展的高度，甚至代表

着萧山发展的高度。通过党建引领、教育培
训、实战锻炼、群团助力等多种举措，世纪城
全力打造一支高标准、高水平、高素质的世
纪城铁军队伍。

6月以来，“五心六筑”“家庭助廉”“世
纪青说”等系列特色党建活动在世纪城如火
如荼地展开。世纪城还积极组织开展全体
干部职工警示教育大会和警示教育系列活
动，以及红色先锋党课、首届招才引智大会、
首届 Plogging城市慢跑等活动，以党建引
领，为世纪城赶超跨越发展凝心聚力。

在提高干部素质方面，5月份，世纪城

推出分组专业课菜单，以“小班化”授课的形
式为相关条线的干部精准配餐，这是世纪城

“拥江发展”大讲堂夜学创新课程设计之一。
今年以来，世纪城拓展“拥江发展”大讲

堂“1+6”模式，推出分组专业课、名人大讲
堂、学习强国云教育、点单选书悦读等创新
课程设计，实现教育培训模式从“普惠式”到

“订单式”的全面转变，全力打造与时俱进的
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素养。

截至目前，“拥江发展”大讲堂已累计开
展点单选书悦读 2期、授课 11课次，累计听
课人数达1700余人次。

干部培养突出“高”素质

专家点评

当前，城市经济正在朝着高端性、高集聚
性、高效益性的方向发展，其中楼宇经济改变了
以往城市之间靠资源、靠土地等获得GDP的传
统粗放型竞争模式，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
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依靠高端的产业、人才、
技术、服务等软实力，引进企业、引进税源、增加
就业。楼宇经济作为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的新引擎之一，也在深刻反映一个城市经济的

“晴雨表”。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90年代，杭州就率全国

之先提出“楼宇经济”概念。钱江世纪城地处钱
江南岸，呼应北岸钱江新城建设，逐步形成两岸
双心结构，打造集商务办公、金融贸易、科技信
息、空港服务、商业文娱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中
央商务区重要组成部分和杭州楼宇经济发展的
核心板块。钱江世纪城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全
面落实区委区政府“一二八”组合拳工作部署，
围绕“杭州城市新中心、钱塘江金融城、国际化
新城区”的战略定位，深入建设“一城一镇一社
区一基地”四大产业平台，壮大“金融、科技、总
部”三个主导产业和“体育、会展、数字内容”三
个特色产业发展格局，重点招引高税源总部、规
模金融机构、科技引领类企业和创新潜力足的
项目，有序筹建亚运三馆、亚运村、亚运配套项
目等亚运精品工程，打造总部经济高度集聚、金
融商贸特征鲜明的中央商务区，带动了税源经
济。对于萧山区融入大湾区、接轨长三角、推进
国际化步伐、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赶超跨越发展
而言意义重大。

目前，总投资 57亿元的浙商银行总部大楼
将于今年 11月底全面开工。总投资 100亿元的

“杭州之门”，是集企业总部、综合商务、超五星
级酒店、精品商业街区等功能于一体的超高层
杭州城市综合体地标，也在加快建成中。更多
楼宇经济元素的融入，带来其磁场效应的激活
和释放，税源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上半年世纪城
多项经济指标实现高位增长。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相信
假以时日，钱江世纪城可充分利用人流、物流、
信息流带动商务办公、金融贸易、科技信息、商
业文娱等高端产业的发展，将城市中央商务区
（CBD）的国际商务服务功能不断延伸，与钱江新
城联袂发展成为城市新中心、大都市的象征和
标识，服务全省乃至全国的商务、信息核心平
台。

阎逸

杭州城市新中心 未来可期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决策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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