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健T20 专题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健T25
寻找——深度融杭·助力亚运·创新强区·美丽萧山·数字经济 样板

当前，全区上下加快建设创新平台、主
动拥抱数字经济的共识日益强化。“在萧山
打造数字经济新名片的大背景下，我们北干
将凭借区位、配套和产业基础，抢抓机遇，乘
势而为，打造全区创新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北干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新程表示。

敞开大门，形成对流，新鲜空气才能吹
进来。打造全区创新经济发展新高地，北干
至少有两重优势。其一，北干近年来通过整
合要素资源，科学统筹开发，加速转型升级，
产城融合不断加速，身处区委区政府“创新
强区”“两带两廊”“4286”战略的核心区块；
其二，通过多年来的精耕细作，北干经济已
经实现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楼宇经济、数字经
济全面转型，能够有效吸引资金流、人才流、
信息流等涌入，推动经济迈向创造、智造。

截至2019年8月，街道实现财政总收入
48.4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0.76亿元。辖区
现有楼宇项目33个（包含商务楼宇45幢、商
贸综合体7个），入驻企业7989家。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萧山“两带两廊”
产业规划中，风情大道沿线，被“委以重任”，
将打造为风情科创走廊，与滨江科创功能相

呼应，通过重点布局双创功能业态，孵化培
育新兴产业，建设一条浙江产创城深度融合
示范走廊，为萧山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北干,就在这条走廊的端点。目标是做
优做大科创中心北干科创区块、萧山科创中
心、棉北里文创园、北干科创园、萧杭路文创
园、华媒数创园、东南科创园、1985创业园区
等“八个产业园区块”，通过逾百万平方米的
产业发展新空间，实现多点开花、各具特色、
串点成珠，打造一条贯穿东西南北的新经济
核心产业带，为创新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提
供充足的空间，形成北干创新数字经济的品
牌效应。

做优存量，进一步擦亮楼宇“金名片”，
从信息化、智慧化、品牌化三方面入手，打造
现代高端商务楼宇集群，提高楼宇产出效
益，培育更多的“亿元楼”。利用改版升级的

“北干楼宇经济网”，打造智慧化平台，为北
干企业打造一个“网上之家”；以蓝爵国际、
东南科技、1985创业园区等楼宇为试点，打
造智慧楼宇标杆，提升楼宇环境和品质；坚
持政府引导，将统一设计北干楼宇的品牌与
logo，推出楼宇智能服务终端和“最多跑一

次”自助办事服务机，为楼宇企业与人才提
供近距离便捷服务。

做精项目，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对村级
留用地的开发力度，实现产业引进与村级资
产保值增值的有机结合，实现互利共赢。比
如，今年以来重点做好兴议村村级留用地高
效开发工作，对接意向开发企业，引进优质
好项目。

另一方面，趋近萧山最成熟、最繁华的
街区都集中在北干，辖区内有7个商贸综合
体，大量的消费者在这里集聚。2019年1-7
月，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26.04亿元。

随着广大市民消费理念的升级、消费模
式的转变，北干的新零售、新业态近年来也
在不断发展壮大。街道积极配合区商务局，
打造了市心中路口碑街，于今年4月30日正
式开街。这是全国首条阿里巴巴本地生活
新零售生活街，串起了北干辖区内旺角城、
银隆、万象汇等多个商贸综合体。

坚持一盘棋布局布点，北干将全力打造
“新零售新业态高地”，带动产业与消费的转
型升级。

今年 6月 20日，北干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正式揭牌暨北干楼宇党建项目发布仪式

举行。这是全区首家街道一级党群服务中

心，可服务辐射到周边 140家两新组织和

12个村（社区）,标志着北干街道楼宇党建

逐渐走向成熟，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步。

“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应当是党建最有

力的地方。”杨新程表示，北干街道将以党

群服务中心为中心阵地，构建“1+5+N”党建

发展工作体系，打造组织共建、思想共享、

事务共商、活动共办的平台，实现党建与经

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无缝对接。

其中“1”就是以街道党工委为轴心，以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党建发展指挥中心，

“5”就是五大枢纽基地，就是把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打造成为：党建联盟的共建基地、楼

宇社群的交流基地、社会治理的创新基地、

青年人才的集聚基地、党员干部的培训基

地，让红色阵地更稳固、更坚强。

在此基础上，今年 7月 19日，“凝聚新

力量 筑梦新时代”北干街道楼宇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这是我区第一个面

向楼宇而建的统战组织，为我区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打造了“北干样本”。

与此同时，为积极搭建管理服务平台,
精准对接民众需求，北干街道大力推进党

群服务中心建设，目前建成挂牌并运营的

街道级、片区、村社、楼宇等党群服务中心

38个。其中,建立起全区首个商圈类的党

群服务中心——汇金商圈党群服务中心。

首次尝试以商圈为单位，以共建为载体，以

共赢为目的，通过与辖区企业的共建合作，

打造一个优质的党群服务平台，从而更好

服务企业、服务人才、服务新经济发展工

作。

全力拥抱数字经济

城市发展,必须处处见“人”。伴随着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居住人群逐
渐多样化，北干街道的城市建设管理任务
也更加繁重。“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城市治
理、社会治理、小区治理中要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以智慧化、精细化为标准，着力破
解民生关切的突出问题。”杨新程说。

目前，北干辖区内有常住人口 7.9万，
随着安置回迁步伐的加快和新小区的陆
续交付使用，常住人口将很快突破 10万，
还不包括过境流动人口、商贸综合体的消
费人群。如何让城市管理更加精准高效、
让民众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北干街道给
出的答案是，从大处着眼，从细节落地。

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首要。
从去年以来，北干街道投入大量精力在消

防安全隐患整改上。其一，开展多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隐患全面排查，一年时间共排
查了 87个小区、9850户、18814间出租房，
整改各类隐患13352处。今年上半年又复
查出租房 3989户；其二，有针对性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全面整改，以金色钱塘小区为
试点，制定消防安全隐患整改“一小区一
方案”，通过大半年时间，消防安全隐患已
基本整改到位；其三，开展出租房“N+1”专
项整治。对荣庄丰润家园、春江悦茗、龙
湖天玺等 8个小区进行规范整治，对不符
合“N+1”分隔标准的出租房依法拆除装
修，真正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全力打造美丽都市大花园，多项行动
如火如荼推进。其一，大力开展土地“双
清”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完成土地清理

1300余亩，拆除违法建筑、棚子等3万余平
方米；其二，大力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累计出动 4306人次，清理垃
圾堆积物 1147吨，消除卫生死角 4065处；
其三，高标准做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
迎检，加强对“堆积物清理、摊点乱摆、垃
圾乱扔、车辆乱停”等重难点问题的整改
与督查，累计整治各类问题点位 3300余
处；其四，大力推进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今
年在 8个小区进行扩面，目前已累计在 76
个生活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其中示范
小区11个、达标小区19个。

北干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环境立区”战略，让“美丽”成为新的发展
动能和坚实保障。

北干辖区内现有城市社区20个，商品

房住宅小区72个，已分房安置小区7个，楼

宇项目33个，共有物业管理项目86个。为

切实做好小区管理工作，从去年开始，街道

一直积极探索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的多方

主体的统一协作。25个城市社区和楼宇社

区结合实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党建项目

建议书，明确了施工团队和实施方案。

在城市小区方面，探索“三治融合”（主

人式治理+协商式治理+服务式治理）新路

径，努力打造城市社区治理的“萧山样板”。

倡导“人人都是主人翁”理念，制定居民公

约，建立“民情圆桌会”议事制度，在社区党

总支中建立社会组织联合支部等，通过这

一系列新探索，让社区这个关键社会组织

细胞更加和谐、温暖、幸福。

在安置小区方面，则是通过党群服务

中心、邻里中心、文化礼堂、文化家园等阵地

建设，高效利用安置小区配套用房、公共区

域等，强化氛围营造，通过红色阵地和村规

民约，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对回迁群众行为

规范、法律意识、城市观念的教育力度，加快

村民到居民的生活方式转变。

与此同时，街道大力推动党建引领下

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建设，成立

“业委会之家”（现成员单位35家）和“物业

服务企业之家”（现成员单位86家），启动

“邻聚力”项目。这是破解物业管理难题的

一大创新举措，通过党建引领，资源整合，在

原有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指导中心的基

础上，进一步构建住宅小区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共驻共建模式。

实现物业、业委会的党组织“建而管用”，推

动物业、业委会融入基层社区，并以多方联

动形成物业监管体系。同时，引入北干派

出所治安联防岗和四个平台下沉单位的管

理力量，压实社区网格化管理实效，扶持物

业、业委会协调健康发展，着力提升社区自

治水平。今年以来，已指导 12个小区做

好业委会筹建或换届工作，同时完善物

业公司的选聘、奖惩机制。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张祥荣

北干街道是萧山区政府所在地，地处萧
山政治、文化、金融中心，位于滨江区与萧山
区交界处，交通四通八达，有着突出的区位优
势、发达的新兴产业和成熟的城市配套，是萧
山全面融杭的前沿阵地。杭州确立了打造全
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美好愿景，提出了“三化
融合”发展路径，作为萧山核心区块的北干街
道，用实际行动塑造着一个“三化融合”的镇
街标杆。

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主要解决数字
经济的供给侧问题，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
和新经济的竞争力制高点。北干充分发挥主
城区优势，以打造“创新数字经济高地”为目
标，系统建设风情科创中心北干科创区块、萧
山科创中心、棉北里文创园、北干科创园、萧
杭路文创园、华媒数创园、东南科创园、1985
创业园区等八个产业园区块逾百万平方米的
产业发展新空间，实现多点开花、各具特色、
串珠成链的新经济核心产业带，初步形成了
北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主要解决数字
经济的需求侧问题，是数字经济的融合部分
和新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北干充分发挥萧山
最成熟、最繁华的街区都集中在辖区内的优
势，以打造“新零售新业态高地”为目标，主攻
零售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大数据、智能设
备、精准营销等互联网技术优势，将线下街区
实现“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市心中
路口碑街是全国首条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新零
售生活街。

城市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核心解决数字
经济供给侧与需求侧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
内的互动与匹配问题，代表着城市的未来发
展方向。北干街道积极探索城市管理信息
化、精细化新路径，以打造“智慧化精细化管
理高地”为目标，打造了全区首个镇街数字城
管系统——“数字北干”，将辖区所有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等全部纳入网格化管
理，基本实现了“全面排查、提前介入、及时处
理”的效果。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本
质上三位一体，路径上体现为三化融合，功能
上则共同构筑着数字经济的生态圈。只有靠
创新才能实现赶超跨越，只有靠创新，才能让
萧山在新一轮竞争中再度崛起。萧山如此，
北干亦如此。

专家点评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城市数字化的镇街标杆

王占伟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总经济师

创新发展引擎

激发美丽发展动能创新环境治理

助力楼宇经济发展创新基层党建

打造和谐人居样板创新社区治理

市心中路口碑街

北干科创园

“永远的初心”北干朗诵比赛

怡佳公寓加装电梯

北干街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合唱大赛

城北村安置房

“邻聚力”项目启动仪式

读懂萧山·北干 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一线报告

北干北干：：创新引领建设创新引领建设 全力打造深度融杭先行地全力打造深度融杭先行地

北干街道地处萧山政治、文

化、金融中心，辖区内高楼林立，

交通四通八达，人居品质优越。

这里有着突出的区位优势、成熟

的城市配套和良好的产业基础，

不仅是萧山赶超跨越发展的前

沿阵地，也是萧山深度融杭建设

的窗口前哨。

今年以来，北干街道在全区

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的

战役中全力以赴，用创新思维引

领区域建设，用精致管理提升城

市内涵，努力朝着“全区创新经

济发展新高地、智慧化精细化管

理新样板、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

先行者、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排

头兵”目标迈进，抢抓“后峰会、

前亚运”重大历史机遇，奋力推

动街道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力在

萧山深度融入大杭州，主动接轨

长三角，加快实现赶超跨越发展

中体现北干担当。

书写城市建设新篇

8月 20—21日，北干街道举行了城
北村尚博苑小区安置房分房。来自城
北村的 900多户拆迁户抽取了尚博苑小
区的 3400余套新房。炙手可热的城区
中心、崭新高大的高楼新房、未来可期
的城市配套，让分到新房的很多被拆迁
户满脸笑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
悦。

今年，北干街道无疑迎来了回迁安
置的高峰。截至 8月，已先后完成荣星
君佳园、明怡东方轩、棉北里片区征收
现房分房、荣庄市政安置房及其他市政
安置房等安置小区分房工作，让一大批
为萧山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被拆迁户
圆了安居梦。

众所周知，北干是全区首个实现城
中村改造整村“清零”的镇街，不断刷新
城市征迁、征收的速度，为萧山城市化
推进提供着可借鉴的案例和经验。十
余年来，已先后完成明星村等 13个村
（社区）的城中村改造任务，共涉及农户

5990户，2.8万人，土地面积7140亩。
而今年的棉北里征收，更是北干街

道在萧山城市建设中可圈可点的一
笔。今年 5月 2日，全区首次大规模国
有土地征收——棉北里征收签约全面
完成。征收工作于 2018年 10月 22日正
式进场，涉及810户，土地近50亩。

棉北里，这个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
的老旧小区，曾是老一辈萧山人奋斗的
家园。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那里已成了
城市化发展下的棚户区，“改变”成了历
史的必然选择。为打赢这场攻坚战，北
干街道上下坚决担当使命、克难攻坚、
合力推进，为全区大规模国有土地征收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为北
干发展数字经济、文创经济提供了优质
空间。不仅如此，街道提供了现房和期
房两种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形式，以最大
限度满足百姓的需求。

未来，这块区域将在保留城市记
忆、挖掘文化内涵的同时，用于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提升中心城区城市形
象。

重点工程项目也是日新月异。道
路设施方面，涉及彩虹大道、纵七路、金
惠路东伸项目、萧邮路延伸项目萧邮路
金惠路南段的征迁、协调工作在加快推
进中。

同时，稳扎稳打推进民生实事建
设。推进优质教育卫生项目建设，已完
成新城香悦、龙湖两所幼儿园的交地和
装修方案设计，进入装修工程实施阶
段，北干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工人路社
区项目“三位一体”已提交区政府初步
方案；加快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对照区
下达的 17台电梯加装任务，自加压力，
明确 30台的年度目标任务；推进智慧小
区建设，目前已完成荣星君佳苑、荣星
东苑、荣星南苑、绿茵苑、柳桥安置房、
城北安置房等 6个小区的方案制定和
评审工作，明怡花园方案正在制定中。

创新回迁安置

格局有多大，天地有多宽。北干街道
持之以恒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一支由机关、
村（社）、“四个平台”下沉力量等工作人员
组成的北干铁军，长期奋战在征迁、拆违、
整治、建设、管理的第一线，不断辗转于一
个又一个攻坚战场。

特别是今年以来，安置房分房工作一
个接一个跑出加速度，彩虹大道等重点工
程项目保障刻不容缓，棉北里征收是全区
首例不容有失，还有环境整治百日攻坚、城
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迎检、别墅排屋违建
整治等，全街道共梳理出84项重点工作，
各项任务上墙，全面开展“比学赶超”，要求
确保顺利推进、全面完成。

越是重任在肩，越要坚守初心。从荣
星到城北，每一次分房都长达数月，很多机
关工作人员都是“白+黑”“5+2”倾力投入，

舍小家为大家，真情真意回应老百姓需求，
在指挥室里用嘶哑的喉咙不厌其烦回答着
询问；在金风社区，为全面啃下楼道堆积物
这块“硬骨头”，本就条线工作众多的社工
们顶着压力，连续两个月多夜间逐层巡楼，
跑遍小区每一个角落；在工人路社区，面对
部分区域地势较低、雨污不分流的实际，每
个大雨夜都可能成为社区干部的不眠夜，
抽水泵、发电机、沙袋、阻水袋等随时待命，
每一户的出入情况都牵动大家的心……而
这，仅只是一个个闪光点，折射着马不停
蹄、勇往直前的北干铁军的奋斗征程。

大力强化能力素质提升。以“干部夜
学”为载体，每月两次的专家授课；经常性
组织“走出去”活动，组织村社干部密集开
展村级留用地开发、社区治理、清廉村社等
对标学习，通过头脑风暴打开思想解放的

阀门。
大力开展村社班子优化提升行动。因

地、因村社、因人制宜开展村社干部届中调
整优化工作，开展“三赛三比”活动，结合季
度点评会，重点就土地清理、分房回迁、环
境卫生整治等工作入手，营造激情干事的
浓厚氛围。

大力规范权力运行。积极配合做好区
委巡察各项工作，排出时间表、列好任务
单，扎实做好39个具体问题的整改工作。
有针对性地健全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程
管理、财经管理、村级“三资”管理等一系列
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防范廉政风险。

北干铁军，始终站在现代化国际城区
建设的排头，在萧山深度融入大杭州、主动
接轨长三角中彰显北干担当，展现北干作
为。

创新铁军锻造 剑指萧山融杭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