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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浪前行 奏响凯歌

2019 年，新的征程已经拉开序幕，新

的精彩正在等待绽放。岁月不居，时节如

流，回首过去的2018年，365个日日夜夜，

这片 22.27 平方公里的热土，有太多引以

为傲的瞬间，有太多值得珍藏的记忆。

这一年，世纪城在更高起点、更高水

平上，实现了跨越发展，新的历史，我们共

同见证。

这一年，世纪城全面开启亚运时间，

以 2022 年亚运会举办为倒计时，亚运场

馆、亚运三村、亚运配套等建设火热推进。

这一年，世纪城营造更优营商环境，

全力招大引强，前行道路上迎来了不少志

同道合的伙伴。

这一年，世纪城向数字经济高地进

发，致力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平台，已当仁

不让地成为萧山发展数字经济的主引擎

和排头兵。

这一年，世纪城不断改善民生，完善

功能配套，建设宜居宜业的国际化新城

区，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一年，世纪城频频亮相国家级媒

体，一系列特色元素让世纪城表现出“国

际优等生”的实力，无法掩盖的国际化气

质正在不断凸显。

这一年，作为世纪城城市名片的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亦收获累累、成绩亮眼。全

国唯一一个通过五套国际标准体系的会

展场馆、2018年度中国会议酒店百强榜榜

首、2018年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中心……

以杭博为龙头世纪城“国际会议举办地”

的品牌已全面打响。

这一年，世纪城不断推进思想大解

放，锤炼干部队伍，一支“能吃苦、懂业务、

会全能”的干事创业铁军队伍已经形成。

今天，世纪城以完美身姿转身作别

2018 年，这些难忘的时间和瞬间，都将成

为前行路上的力量源泉，珍惜每寸光阴，

勇敢追逐梦想。

再
创
世
纪

——2018大盘点

3月 31日，钱江世纪城“压箱底”宝
地M—04地块历经12小时、499轮竞价，
最终以总价 101亿、楼面价 32277元/㎡
成交。这是杭州土地市场第二宗百亿级
地块，刷新了全区单宗土地面积、宗地起
价、楼面起价、成交总价、楼面单价竞价
单位、竞拍时间等多项纪录，为新一年度
经济社会发展打响第一炮。

6月19日，萧山“迎亚运、立新功、展
新姿”新征程冲锋号再次吹响，投资 517
亿元的 32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掀起了
这座城市新一轮项目建设高潮，这是世
纪城除G20峰会项目和亚运项目外集中
开工项目最多、投资规模最大的一次，所
有项目都将力争在 2022年亚运会前建
成投用，以全新姿态展示杭州城市新中
心建设的重要成果。

6月26日，浙江正式发布《之江文化
产业带建设规划》，世纪城牢牢占据“五
极”之一的奥体（湘湖）发展极将成为浙
江未来文化产业的“爆发点”。

7月，《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2018版）》正式通过
市政府批复，这是世纪城推进全域城市
设计取得的重要成果，亚运村单元、核心
区单元、奥博中心单元、南单元、东单元
五大板块未来愿景值得期待。

1月 15日，杭州萧山亚运场馆建设
临时联合党支部成立。

2月 12日，亚运村建设新闻发布会
召开，杭州市人民政府、2022年第 19届
亚运会组委会正式宣布亚运村落户萧山
钱江世纪城区块。自此，杭州建城史上
的全新亮点尘埃落定。

2月，亚运三馆入围国家财政部第四
批 PPP示范项目名单，目前场馆已完成
投资超 18亿元，全面进入地下室结构施
工阶段。

2月，杭州亚运村建设有限公司成
立，全力破解项目、土地、资金等资源要
素难题。6月，亚运三村陆续开建。

亚运
保障

3月12日，第40个植树节，省市党政
军领导在规划亚运村区域共同种下一片

“亚运林”，这意味着钱江世纪城亚运林
建设正式启动，亚运林一期为“起航”篇
章，接下来几年还要建设“辉煌、超越、展
望”三个篇章。

8月 10日，亚运村公共区滨水建筑
群及景观一体化设计专家评审会召开，
亚运村公共区滨水建筑群将在亚运会期
间建成为杭州新地标。

9月 2日，雅加达亚运会闭幕，杭州
接过亚运会接力棒，宣告亚运会正式进
入“杭州时间”。

9月 17日，网易世纪城新址正式投
用。

10月19日，网易放刺电音制作学院
落户，互联网巨头网易和钱江世纪城开
启了多个领域的产业合作。

9月 30日，商汤科技全面迁入世纪
公园办公，打响了世纪城智能视觉领域
第一枪，数字经济萌芽初生。

招大
引强

11月 13日，全球顶尖孵化器Found⁃
ers Space签约落户。这是其在杭州落户
的第一个孵化中心，将极大地推动世纪
城国际产业的引入和存量产业的国际化
进阶。

11月26日，浙商银行全国总部签约
落户钱江世纪城。这是钱塘江金融城和
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建设的重大手
笔，也是世纪城招大引强和产城融合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项目。

1月，浙江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萧山园
区正式获批，成为全国继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后的第五个音乐产业基地，为世
纪城发展音乐等数字内容产业注入了强
大底气和动力。

8月 22日，亚洲第一座计算机博物
馆签约落地萧山。两个月后，中国计算
机大会召开，大数据推动数字经济，汇集
各领域高端人才、信息科技领头羊企业
不断入驻，实现了数字技术与实体技术
的融合创新。

9月，图灵小镇列入省级特色小镇第
三批培育名单，产业承载空间全面拓展，
将打造一个产值逾千亿元的数字经济产
业集聚区。

数字
经济

11月21日，萧山召开数字经济发展
大会。会上“中国V谷”正式发布将探索
建立新型政产学研用一体的资源配置模
式和创新发展道路，打造国内乃至世界
领先的视觉技术产业生态。

11月21日，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
术研究院签约落地，项目将为萧山发展
数字经济提供人才、技术等多重保障，共
同打造“校、地、院、企”创新、利益、发展
共同体。

12月，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入
驻，目标是构建全球人才金字塔，为世纪
城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提供智力支
持。

8月 16日，浙大妇院新院区——钱
江院区项目（一期）正式奠基动工，迈向

“钱江时代”，今后百姓将就近就便享受
省级优质医疗资源，萧山医疗卫生能力
和水平更将极大改善和提升。

民生
配套

9月，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
学、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世纪实验小学
完成建设、顺利开学，推动了世纪城乃至
萧山教育配套整体质的飞跃，同时杭二
中萧山分校、世纪城初中、江南初中、盈
丰小学、江南小学和中心幼儿园等一批
公办教育加快推进。

9月 30日，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正式
启用，区域城市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大综管”执法协同模式初步形成，辖区
内实现封闭式管理模式。

1月26日，中央电视台小春晚《东西
南北贺新春》在钱江世纪公园完成录制，
随着节目的播出，世纪城独有的崭新风
貌也呈现在了全国人民眼前。

7月 31日，FRC季后赛中国机器人
总决赛暨钱江国际机器人邀请赛正式开
赛，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的 52支优
秀队伍以机器人竞技角逐、切磋交流“科
技之美”，也让这座城市国际化新城区形
象愈加丰满。

8月1日，中央电视台CCTV-7《乡村
大世界》主题系列节目《家乡》正式播出，
杭博小蓝化身为美，亮相央视，充分展示
了世纪城“谦谦有礼 婉婉有仪”的城市
文明礼仪风采。

国际
印象

10月20日，“钱江世纪城杯”世界摩
托艇锦标赛中国系列赛杭州站火热开赛，
这是迄今为止钱塘江水域开展的最高规
格的国际水上赛事，为世纪城打造“国际
赛事承办地”注入无限活力。

11月28日，钱江世纪城“物联会+公
安”的管理模式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是新
城市形态下的基层治安管理探索，也让

“枫桥经验”在国际化新城绽放出新光
彩。

12月11日，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开
赛。

12月16日，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
在国博举行，以服务保障世游赛为契机，
世纪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亚运练兵”行
动，以一流城市形象全面展示国际赛事
之城。

1月 26日，第二期“拥江发展”大讲
堂升级开讲，全年累计授课 17次（公开
课 3次），惠及人员近 4000人次，已成为
学习型机关的文化教育品牌。

1月，世纪城全面推行“语言、着装、
礼仪”三规范，这是新时期全面履行新使
命、展现新作为的自我提升，亦是丰富和
完善杭州城市新中心、国际化新城区内
涵的创新举措。

铁军
队伍

跨越
发展

3月2日，钱江世纪城召开大干2018
动员大会，明确将“改革攻坚年、亚运保障
年、品质提升年”作为全年的发展主轴、目
标总纲。开局即是冲刺，早谋方能快动，挂
出作战图、倒排计划表。这一天，世纪城下
定决心，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世纪城篇章谱写得更加精彩。

3月 21日，萧山正式发布“两带两
廊”产业布局规划，钱江世纪城占据钱塘
新兴产业带八大载体之四，全面展示了
创新创业新城的发展路径。

9月 30日，世纪城党群、企业服务
“两中心”揭牌启用，这是管委会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服务好辖区企业、提升
企业发展活力的有力举措。

9月 12日，纪念建党 97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的“红心永向党 赞歌献祖国”歌
唱比赛决赛上演，广大党员干部、企事业
干部职工激情放歌，全面展示了昂扬向
上的精气神、奋发有为的好状态、干事创
业的大决心。

■记者 魏心佩 通讯员 廖伟 洪美娜

12月 28日，建筑面积达 12万平方
方的国际人才社区正式开放体验，启动
全球招商，这是政企合作模式的一次创
新和探索，将打造成为杭州国际人才创
业、生活的垂直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