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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

再过 1 个多星期就是我们最期
盼的新春佳节了，往年的这个时候，
紫云山庄的老业主、72 岁的沈阿姨
就要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邀请亲戚
朋友来小区做客了。想到小区破损
的路面、杂草丛生的绿化带、垃圾满
地的楼道，她就会直摇头。

不过今年，她再也不用犹豫了，
经过半年整治，小区环境已经大变
样。“这么多年，第一次这么有底气请
朋友过来做客！”沈阿姨兴奋地说道。

自去年6月指挥部成立、进驻山
庄开展综合整治工作以来，历经半
年，已基本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任
务。截至目前，紫云山庄涉及违建
房屋607套（幢）已悉数整治完毕，共
计拆除（整改）面积 11281 平方米；

“白改黑”道路58730平方米，涉及主
路7条、支路65条，铺设雨（污）水管
道5320米，完成绿化提升4080平方
米，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达到既
定目标；党建、社区、业委会及物业
等工作逐渐规范、健全。在日前开
展的综合整治满意度测评中，小区
业主满意率达93.66%。

接下来，如何巩固成果、长效治
理是紫云山庄将要面对的问题。紫
云山庄将推进“社区、党组织、业委
会、物业、住户”五位一体建设，动员
和凝聚各方力量参与小区综合整治
后续工作。紫云山庄所在的如意社
区每个月都会组织三方联席会议，
由社区、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工作人
员共同参与，研判小区具体问题，共
商小区治理办法。针对小区突出问
题，社区将出面联系相关部门解决
落实。去年8月份，在原业委会班子
的基础上，通过优化调整，产生新一
届业委会班子，在综合整治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讨论扩大停车
场，缓解业主停车难的问题。接下
来，我们还会考虑业主们提出的建
议，将小区的废弃游泳池改建成物
业用房。”业委会主任陈根源说道。
去年12月22日，紫云山庄迎来了新
物业公司，20 名物业工作人员，在
接下来的小区治理中，将加大力度，
在管理小区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民间声音

金誉强（紫云山庄紫晖苑33号别墅业主）

我是2004年在紫云山庄买的二手房，买
房时，前房东已经在楼顶造好了阳光棚，所
以一开始（紫云山庄综合整治指挥部）工作人
员给我打电话，我还不乐意。去年7月，这么

热的天，工作人员亲自赶到我在杭州的家中，
和我面对面沟通紫云山庄的问题，后来还主
动帮忙解决了困扰我们很久的臭水沟问题。

这么长时间以来，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

作，在尊重实际的情况下帮我们解决了历史
遗留问题。同时，还帮我们把山庄环境来了
一次大提升，改变了山庄“晴天一层灰，雨
天泥浆水 ”的情况，我是真心地感谢他们。

沈阿姨（紫云山庄老业主）

我在紫云山庄住了十多年了，也见证
了山庄从一开始的风景秀丽到后来的“脏
乱差”。指挥部进驻了，这几个月的相处，
我都对工作人员们有感情了。他们如今已

经完成了使命撤出了，现在每次经过指挥
部的院子，我心里都空落落的，他们对待我
们业主，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现在，小区的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路

也平了、绿化也整齐了，每个别墅、公寓院
子门口都整整齐齐。这么多年，第一次这
么有底气请亲戚朋友过来做客！

记者手记

我第一次走进紫云山庄小区还是2019
年的7月份，当时指挥部已经入驻，山庄的
整治工作刚刚开始，还能一窥其原始状态，
不过杂草丛生的花坛、垃圾成堆的屋角、线
缆交织的天空、一车开过扬起半天高的灰
尘，还是让我有些吃惊。这样一个满地是
问题的小区真的能脱胎换骨吗？

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每一次进入紫
云山庄采访，我总会发现新的气象。“三步
一坑”的水泥地都浇上了沥青，主路、支路条

条清爽干净，业主的脸上笑容也多了；《紫
云山庄老旧小区存量违建专项整治实施细
则》出台后，第一户业主楼顶破旧的钢架棚
拆除下来了，之后每次进小区，违建的数量
越来越少，直到基本消除；绿化带里，杂草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的灌木和
鲜花；还有路灯亮起来了、管网也修复了，
小区宣传栏里不再是业主的“大字报”，而
是他们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文艺表演照
片……

住宅小区是城市的“细胞”，其治理面
貌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仅
仅半年时间，紫云山庄脱胎换骨，不光环境
美了，人心也凝聚了，这已然成为了小区治
理的一个典型样本，而这背后，离不开政府
整治老旧小区的决心和工作人员突破复杂
问题的探索精神。一路看下来，我深知这
份脱胎换骨来之不易，也正因如此，山庄的
业主们更需要齐心协力，共同维护这份整
治成果。

大事回顾

1994 年,紫云山庄基本建成并交
付，是富阳最早的高档商品房小区之
一，由于年久失管，各种问题突出，如
违章搭建、道路或管网破损、路灯缺
失、房屋漏水等。2019年6月，富阳区
组建了紫云山庄综合整治工作指挥
部，由 5 位区领导牵头，抽调各乡镇、
职能部门骨干组成一支130余人的整
治团队，入驻紫云山庄。

从民意调查开始，指挥部工作人

员跑遍了省内外，1425户业主逐一走
访，最终在面见 1378 户、调查房屋
1663套（幢）的基础上，形成“一户（套）
一档”，也弄清了业主最迫切的诉求
——环境改造和处置违建。

截至2019年10月底，紫云山庄道
路“白改黑”、绿化提升、地下管网、路
灯、监控等环境提升工程陆续完工。
修改了80余次的《紫云山庄老旧小区
存量违建专项整治实施细则》也随即

公布，不少业主主动拆除违建，并向指
挥中心送去锦旗。

紫云山庄还建立了党群服务驿
站，通过选举成立了新的业委会，党员
干部带头，平安巡防队成员也从最初
的五六名党员扩大到三四十名党员，
甚至非党员代表们也主动参与。如
今，紫云山庄这个20多年的老小区又
重新焕发春意，业主纷纷为整治工作
点赞。

记者 张柳静通讯员 沈迪杰

“金固股份杯”2019年富阳十件大事回访

民间声音
陆登峰（市民）

“杭州滨”“国际滨”，作为近邻，近年来滨
江一步步走向全国乃至国际的T台，在富阳

“圈粉”无数。这正是为何滨富特别合作区一
挂牌，便能在富阳老百姓和企业家中间引发

强烈反响的原因。滨江成熟的城市运营能力
和产业培育经验，如果能移植到特别合作区，
无疑将大大地“赋能”杭州富春湾新城的发
展，实现高起点开局、高标准起步。当然，打

雷盼下雨，无数富阳人正像关注自家孩子一
样，密切关注着滨富特别合作区的成长，期
待这个目光汇聚的明星地块，能够满足人们
对于实现富阳产业跨越发展的全部想象。

“Jason-小铁”（网友）

杭州高新（滨江）富阳特别合作区的成
立无疑是富阳2019 年最大的事件，它是对
富阳区挺进江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的一
种肯定，坚定了富阳转型发展、拥江发展的

信心。
滨江富阳合作区这种全新的合作模式，

也给富阳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随着
滨江区高新产业项目的快速落地，不仅能带

动杭州富春湾新城的产业导入和知名度提
升，也能学习滨江区先进的管理理念，拓宽
招商渠道，推动富阳区更好更快地实施新制
造业计划。

记者手记

2019年11月15日签约，11月27日办出
营业执照，12月30日完成土地摘牌……宏
华数码项目的推进速度与进度，体现的是

“富阳人”满满的诚意，更是“富阳人”对合作
区满满的期待。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滨富合作区优质产
业项目顺利落地，富阳区各相关职能部门主
动、提前介入项目审批事宜。富春湾管委
会、区发改局（联审联批中心）、区住建局、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生态环境局富阳
分局、灵桥镇等，主动就产业项目落地、审
批、建设中可能遇见的困难和问题，多次召
开专题协商会议，并结合富阳现有项目的操
办流程经验，给予最大的便利和支持。因
此，整个项目推进中，无论是审批阶段，还是
供地保障等方面，都在不断刷新富阳速度、
体现富阳温度。

特别合作区的成立不仅是加快富阳产

业发展、助推城市建设的重大契机，也是拓
宽滨江企业发展空间、提升发展后劲的重大
举措，更是杭州贯彻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全面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全力打造长三角南翼强劲增长极的体
制机制创新。相信，在“富阳人”的全力以赴
下，在富阳有关部门不断刷新富阳速度的助
力下，特别合作区将为杭州发展和两个区的
发展提供全新的机遇。

大事回顾

2019年8 月 28 日，杭州高新区
（滨江）富阳特别合作区在杭州富
春湾新城正式挂牌，标志着高新区
（滨江）和富阳区深度合作迈出了实
质性步伐。此举旨在通过协调机
制、管理机制、审批机制等创新，将
特别合作区打造成为一项区域发展
的系统性、标志性改革创新实践工
程，以期服务于杭州市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

特别合作区的成立，是富阳坚
定不移推进产业转型向东看、坚持
转型发展“产业第一，产业当中高新

产业第一”理念、加快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特别合作区选址杭州富春湾新
城东部产业区块，面积约 5.8 平方
公里。特别合作区坚持以错位发
展、特色发展、共享发展为目标，坚
持合作共赢、优势互补、权责清晰、
创新机制的原则，积极培育信息技
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人工
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合力
建设成为区域合作发展示范区、自
主创新拓展区、产业有序转移承载
区。

记者 李宇雯

目前，杭州高新区（滨江）富阳
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机构已获得审
批，为杭州高新区（滨江）管委会下
属机构。

产业方面，特别合作区成立 4
个多月以来，已成功签约项目3个，
分别是宏华数码项目、东方通信项
目、模拟 IDM 项目；正在跟进有较
强意向的重点项目 6 个，有一定意
向的储备项目10个，签约项目用地
和意向项目预留用地面积达 1400
余亩。

已成功签约的项目中，宏华数
码是进展最快的。在 2019 年 11 月
15日召开的杭州高新区（滨江）建世
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暨新制造业计划
大会上签约后，于11月27日拿到了
合作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同时，
与富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接形成特
别合作区企业注册住所登记申报
承诺制，并建立特别合作区与市场

监管局联络制。2019年11月29日，
宏华数码项目用时 15 天实现用地
挂牌，并于12月30日摘牌，目前正
在办理不动产证，计划明年 3 月份
项目正式开工。

特别合作区管委会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特别合作区针对落地项
目创新推进机制，施行“一门受理+
专班服务+联合会审”。即针对单
个项目落地，从各部门抽调一名人
员组建推进专班，以招商部专员为
牵头，负责项目拿地、开工时间节
点倒排工作计划及协调工作，审批
部专员负责企业工商注册、规划方
案审查、环评审批、一书两证办理
等，工程部专员则负责落实产业地
块政策处理、土地平整、给排水，电
力等配套设施。“各部门通力协
作，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切实践行

‘优质服务是发展第一要务’的理
念。”

滨富特别合作区挂牌滨富特别合作区挂牌
打造跨区域合作样本打造跨区域合作样本

小区脱胎换骨 维护需齐心

用“富阳速度”助推合作区发展

紫云山庄综合整治紫云山庄综合整治
打造老旧小区治理样本打造老旧小区治理样本

宣传栏挂满业主的文艺作品和演出照片

合作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