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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圣地 创新活力之区

余杭带着荣光奔向未来

7月 21日， 余杭区召开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 会上余杭区政府筹备组组
长金承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十四五”时期余杭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目标；未来 5年，余杭全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6.5%以上， 力争突破 3100亿元；财
政总收入达 9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 8%；服务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7.5%；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

以上；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 4.5%； 人才总量达到 50万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 1.58；人均预期
寿命达到 85岁；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80%......

如今的余杭，是一个裂变而来的高能
新区、一块机遇叠加的战略高地、一片充
满希望的发展热土。 此次“两会”为余杭
高水平建设创新余杭、品质之区、文明圣
地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 描绘完善了发
展蓝图，在波澜壮阔的变局中勇开新局，

不断凝聚出创新发展的磅礴伟力。

“文化”是余杭的“根和魂”

余杭文化底蕴深厚。 纵观上下 5000

年，“文化”二字，始终贯穿在余杭的历史
文脉之中，深入骨髓，生生不息。 5000多
年良渚文化、2000多年运河文化、1000多
年径山文化， 交汇交融形成的独特人文
优势，数千年文明成就了她的平和内敛、

满腹经纶。

为纪念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
功，2020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将每年的 7月 6日设立为“杭州良渚日”。

今年的“杭州良渚日”，良渚博物院和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推出了系列精彩活动，

为百姓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
宴。

良渚博物院临展厅内的 “意象良渚”

跨媒体现代艺术沉浸展成了网红 “打卡
地”， 通过 5G、AI、VR及数字多媒体技术
的运用，近 100米长的艺术环幕展现了良
渚先民生活劳作、兴建水利、营造宫殿的
场景， 全景呈现良渚文化的价值内涵和
良渚古国的恢弘气势。 一块块彩色亚克
力立方体代表的是从良渚古城遗址出土
的草裹泥，弧形设计展现的是良渚水坝，

顶部大型黄色灯条好似覆盖了五千多年
的黄土……

“整个展览没有一件文物，但通过现
代数字技术和非遗艺术，锻造出绵延的坝
体、巍峨的宫殿，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
话。 每一个场景里，观众都能寻得文物的
踪迹， 感受富有生命力的良渚美学。 ”良
渚遗址管理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周黎明
认为，传承与科技在此处完美融合。

在余杭发展的历程中，决策者们始终
将目光聚焦于文化的力量。 余杭区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五年，余杭将不
忘初心、 确保实证中华 5000多年文明史
的良渚古城遗址精心守护。 同时，高水平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挖掘弘扬径山
文化，统筹做好余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 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2021 年余杭区将实施文旅“1010”工程，

创建全国文旅融合样板区。 规划打造“五
馆一中心”等重大文化地标和公共文化设
施集群，建成城区 15分钟文化服务圈、乡
村 30分钟文化生活圈， 实现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余杭的特质

在古今交汇、新旧融合中，余杭完成
了产业发展迭代升级，实现了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创业创新如火如荼。

在之江实验室、湖畔实验室、良渚实
验室、超重力大科学装置等科技重器和浙
一医院总部、阿里巴巴、中电海康、贝达梦
工场等名院名企带动下，余杭打造面向世
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辐射全省的未来
城市样板地、未来科技策源地、未来产业
引领地，可谓基础扎实、底气十足。

今年 3月，一条仿生机械鱼跃入万米
深渊，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的封面。

这是浙江大学和之江实验室的最新合作
成果———仿生深海软体机器人。 这一跃
的背后， 离不开高效灵活的科技体制助
推。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之江实验室以“创
新实绩论英雄”为人才评价考核与激励机
制， 为一批 80后、90后成长为国家级项
目负责人撑腰。 这一人才创新机制，正是
余杭“热带雨林式”人才生态环境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余杭抢抓“互联网+”机遇，

集聚大量创新人才、企业和平台，通过模
式创新、应用创新，实现
快速崛起。

5月，余杭区召开创
新发展大会发布 “翱翔
计划”，该计划由“未来
之星”、“未来之光”、“未
来之源”、“未来之力”四
大模块共同组成。 “‘未
来之星’ 计划五年时间
内， 引进 100名以诺贝
尔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
获得者为代表的顶尖人
才；引进 1000名以全球
名校优秀博士、 博士后
为代表的领军人才；引
进 10000名以全球名校

毕业生为代表的科技青年人才，形成一支
结构优化、创新活力强大的人才队伍。”余
杭区委组织部筹备组副组长徐来莹介绍，

“未来之光”聚焦落实“凤凰行动”计划，打
造资本市场“余杭板块”金融服务新高地，

创新“人才贷+人才担+人才险”金融服务
模式；“未来之源”是到 2025年，构建“实
验室—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创新
孵化链条，形成世界一流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建成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研产业
集群，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企
业。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余杭区
明确提出，2021 年余杭区实施 “凤凰行
动”打造资本市场“余杭板块”，力争新增
上市企业 7家。 开展新一轮科技企业“双
倍增”行动，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5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80家。发挥“顶尖人
才 10条”作用，设立创新创业“资金池”，

安排不低于 100亿元人才和企业扶持专
项资金。同时，以梦想小镇沪杭创新中心、

合杭梦想小镇串联长三角创新资源；启动
大孵化器战略迭代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新
增物理空间不少于 150万平方米；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 新增省级企业研究院、

企业研发中心等研发机构 20家……

概言之，余杭将用更加开放的人才理
念和人才政策， 深耕宜居宜业的创新沃
土。 智慧斑马线、自动驾驶车、无人机运
输，生活在余杭，科技感十足；数智乡村、

未来社区、未来城市，生活在余杭，安全感
十足。余杭用更加智慧的治理方式和生活
方式，营造幸福安全的创新环境。 杭州市
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张振丰表示，崭新
的余杭区将全力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
境，始终将创新作为“主业中的主业”，时
刻保持“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创新嗅觉，在
余杭创新发展的澎湃热潮中破浪前行、行
稳致远。

“品质”是余杭的本色

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初， 浙江省委、杭
州市委赋予了余杭“打造面向世界、引领
未来、服务全国、辐射全省的未来城市样
板地、未来科技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

打响创新余杭、品质之区、文明圣地的城
市品牌”的新定位。 头顶“浙江经济第一
区”的荣誉，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的余杭区如何下好“品质之区”这盘棋？

日前，杭州亚运会重要交通保障工程
杭州西站项目顺利完成，屋盖钢结构整体
提升，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 老余杭至崇
贤连接线（高架）工程全线贯通，预计 7月
底通车。 刚刚过去的一周，余杭区重大项
目建设进展捷报频传，驶入高质量发展的
“加速道”。事实上，在区位交通能级上，余
杭区除拥有城西高铁枢纽及相关高铁线
路外，境内还有 5条高速，以及已建、在建
7条地铁和轻轨线路。

常思大局，其去有向；常观大势，其为
有成。 余杭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到 2025年，余杭将以世界一流标准，

构建“一廊”辐射、“一轴”串联、“一心”引

领、“三片”共兴的空间发展格局，聚焦约
70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 高水平规划
建设城市门户、地标建筑、地下空间和生
态廊道，打造未来科技文化中心等现代建
筑群，奋力向世界一流中心城区迈进。 同
时， 完善区域内部及联杭接沪交通体系，

助推杭州都市圈轨道交通 “一小时通勤
圈”建设，加快杭州中环（余杭段）建设，保
障城西高铁枢纽、地铁项目实施，打通大
动脉、畅通微循环，打造“以轨道交通为引
领、快速路为骨架”内畅 外联的综合交通
立体网。

7月 5日，余杭区召开“靓城行动”动
员大会。 未来三年（2021—2023年）时间，

全区上下将聚焦“靓”字，以“1466”计划为
抓手，共计实施项目 728个，实现一年见
成效、两年出形象、三年大变样的“靓”美
目标，力争成为杭州市“一核九星”总体空
间格局中最闪耀的一颗星。 据悉，“1466”

计划中的“1”是指围绕“创新余杭、品质之
区、文明圣地”总目标；“4”是实施“交通大
发展、环境大提升、配套大完善、空间大优
化”四大攻坚行动；第一个“6”是聚焦余杭
区八个镇街以及未来科技城、 良渚新城、

钱江经济开发区、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等四大平台在内的总面积约 605平方公
里的范围；第二个“6”是以“全域美丽大花
园”建设为统领，按照“美化、序化、亮化、

功能化、显文化、数字化”六化要求，将余
杭建成“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的城市新中心。

“只要输入身份、户籍、房产信息，就
能看到匹配孩子报名的学校、招生政策和
招生形势。 ”日前，余杭市民蒋先生通过
“入学早知道”小程序，给自家孩子选好了
学校。这是余杭区推出的入学入园报名综
合集成服务应用场景，小小的“入学早知
道”成了报名季家长的“掌中宝”。在余杭，

数字化改革如火如荼，并在制造业转型升
级、促进行业监管、优化民生服务等方面
取得初步成效，数字赋能给百姓带来生活
便利和品质生活。

打造未来城市样板地，“未来性”“样
板性”是必然要求。 在浙江实施数字化改
革的背景下，余杭在做好基本生活领域的
数字便民基础的同时， 更以其 “未来视
野”， 在更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满足上率先
为民众带来“未来式”体验。 据了解，目前
余杭共有 3个社区列入 2021年浙江未来
社区创建名单，14 个社区列入杭州市未
来社区创建名单。余杭正积极实施数字赋
能社会行动，发展数字村社、数字教育、数
字医疗、数字养老、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
服务，推动城市物理信息化数据化，率先
形成数字社会和数字城市。

此外，余杭结合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当好“一线施工队”和“监理工程师”，

一系列有利于激发余杭创新活力的行动
计划正在扎实推进。高标准拟定教育高质
量发展“奋进计划”，探索创新高校合作办
学和名校联盟机制，计划 5年内新建 100

所以上学校， 打造 50所涵盖各学段的示
范标杆性学校。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张
振丰表示，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之年、

奋进“十四五”和 2035年远景目标起步之
年，站在新起点的余杭带着荣光、奔向未
来，扬帆起航再出发，正以奋发状态谱写
崭新历史篇章。 明天的余杭，大有可期！

秉承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和创新

基因，余杭有显著的身份标识—中华文明

圣地，创新活力之区。今年 3月，经国务院

批准调整余杭区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余杭

区以大运河为界， 包含西部和北部的 12

个街道、镇，区域面积 940 平方公里，区

府驻地设在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500 号，

余杭由此翻开新的篇章。余杭区委区政府

的认识是，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不是简单

的区域分拆， 而是深层次的空间大重构、

资源大调整、发展大提速，余杭发展由此

站在了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