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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竞跑

加快建设全域领跑的现代共富示范街道

区委十六届二次全会提出，以高质量
发展为引领，全面深化共同富裕现代化基

“一街一坊” 打造美好生活共同体

本单元建设，
全域推进城乡社区现代化。
推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既是一体
构，协同提速文博幼儿园、银河初中建设投用，建设功
能复合型社区幸福学堂、城市书房等；
“ 未来健康”场
景包括设立社区医养智慧平台、卫生服务站，实施公
共空间“老年友好”及无障碍改造，配套五星级家政服
务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推动周边慢跑绿道成网成环
等；
“ 未来服务”场景则包括建立“线上需求、线下响
应”的社区服务体系，探索社区商业 O2O（线上+线下）
模式，完善社区智慧消防体系，推广人脸识别技术和
数字身份识别管理等。
当前，社区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博文幼儿园、户
外运动场、智能快递柜、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等均已
完成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塘湾文化步行街、托育中
心、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创客空间等，则正在进行施工
改造。
“开放融荣的邻里生活、市井浓厚的商业业态、闲
暇便捷的慢性体系、健康颐养的智慧医疗、绿色节能
的低碳生活、全龄共享的特色教育、因地制宜的创业
服务……这便是塘湾名苑未来社区的模样。”社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
现代化先行、数字化重塑、个性化定制、多元化参
与。以“产业跃迁”
“ 流量为王”
“ 自我造血”三大现代
社区建设为方向，北干致力于打造科技赋能、效益引
领的创新之城，青春定制、
“ 青和力”强的流量之城以
及运维平衡、可供复制的共享之城。

推进城乡社区迈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
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幸福美好家园的
聚焦重点。如何因地制宜推进社区现代
化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服务、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人
民幸福美好家园？
作为萧山主城区街道，今年以来，北
干街道紧紧围绕“现代化先行、数字化重
塑、个性化定制、多元化参与”导向，以党
建为统领，以“一年成树、两年成林、三年
成景”为目标，计划用三年时间建成“1”个
街道级党建智治中枢，
“1”个现代共富示
范样板区，
“6”个现代社区标杆，
“11”条共
富街，
“29”
个民生坊，
完成“40”
个社区用房
标准化改造，构建“未来社区引领、共富街
区示范、民生坊覆盖”的全域现代共富金
字塔。
■文/金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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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康养综合体

塘湾名苑

走进北干街道广德社区，共富场景的建设正如
火如荼地开展。通过小区空间的微更新，这里将打
造广德匠人所、银龄理发站、洗衣中心、开心茶馆、成
长驿站等多个生活小场景，实现缝补、理发、托育等
便民功能的集合。其中，康养联合体将与小区配套
幼儿园、社区食堂等，有效串联起社区“一老一小”服
务轴。
社区党委书记童春燕介绍，广德社区成立于 2003
年，是萧山第一个城市拆迁安置小区，聚集着约 1000
多名国营企业的离退休职工。如何让这些为城市发
展做出贡献的亲历者享受现代社区发展红利？
对照未来社区建设目标，广德社区在完成小区立
面整治、管网改造铺设、电梯加装、绿化改造、道路改
造等旧改“综合改一次”的基础上，围绕居民需求、可
用空间、配套资源等，以共富街、民生坊“一街一坊”为
核心，
因地制宜打造现代社区特色场景。
其中，广忆文化邻里路以社区的工业文化记忆
为元素，为居民打造一条蔓延的文化记忆之路；智
慧卫生服务中心作为社区的重要配套设施，是对原
有的广德卫生服务站进行智慧化改造，同时增配健
康小屋、云药房等满足年轻群体日常健康需求的空
间，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广聚社区食堂，则切实解决
了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的就餐用餐问题，彰显邻
里温情。
同期正在建设的“共富街”项目，立足小区东

侧 3500 平方配套用房，面向居民服务端，在实现运维
自我平衡的基础上，将统筹净菜市场、社区食堂、健身
房、百姓超市、银行网点等功能布点，最大程度满足居
民各类生活需求。
这正是北干街道推进现代社区建设快出成果
的一个缩影。立足 15 分钟生活圈，北干以“一街一
坊”为拳头产品，在辖区布局建设 11 条“共富街”与
29 个“民生坊”，打造功能完善、业态齐全、居商和谐
的“熙攘街区”与“夜色经济”。其中，
“ 民生坊”通过
小区空间深挖潜、微更新，集成“洗衣房、成长驿站、
活力空间”等生活小场景，以“标准化建设+个性化
定制”，嵌入式满足居民“缝补、理发、洗衣、修理、托
育、休 闲 ”等 日 常 需 求 ；
“ 共 富 街 ”立 足 社 区 配 套 用
房，面向居民服务端，统筹一老一小，在实现运维自
我 平 衡 的 基 础 上 ，汇 集 净 菜 市 场、健 身 房、百 姓 超
市、银行网点等场景组团，因地制宜融入都市微制
造等生产功能和艺术打卡地等美学空间，实现生活
化、科技化与艺术化的有机融合。
在相距广德社区仅约 2 公里的塘湾社区，
其核心区
块塘湾名苑小区被列为第一批市级拆迁安置房提升类
未来社区创建项目。致力于打造 1 个核心场景（治理）、
3 个特色场景（邻里、
教育、
健康）和 5 个支撑场景（服务、
交通、
创业、
低碳、
建筑）的
“1+3+5”
场景模式。
其中，
“未来治理”场景强调“多中心合一”；
“未来
教育”场景包括引入公益性、高端性的第三方托育机

广德社区共富街

广德社区民生坊

党建综合体

北干街道智治分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

多跨融合 创新社会智治新模式
不久前，总建筑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的北干街道党建综合体
正式建成投用。这座融合街道数字驾驶舱、党群服务中心、公共
服务中心、
“大综合一体化”指挥中心、
“一网统管”智治中心、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资源交易中心、物管中心等 12 项功能的“一站
式”未来治理服务空间，是北干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新格
局的探索实践。
北干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干街道党建综合体以街道、村
社两级数字驾驶舱为基底，构建全域感知的北干现代社区智治
平台，形成可在线监测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设施的全要素
智控模式；同时，打造“平战转换、因势授权”处置事件的全流程
闭环机制以及集智慧停车、便利购物等线上服务与 360 民情圆桌
会、邻聚力等议事平台为一体的全周期服务体系，构建起党建引
领下的
“一次办”
新服务、
“融调解”
新格局和
“部门链”
新体系。
据了解，
多年来，
北干街道以
“北极星”
党建品牌场景深化、制
度固化为抓手，推动党建工作“数字化、精准化、标准化、品牌化”
发展，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纽带相连”的区域党建联盟，并
进一步提炼优化“民情圆桌汇”智治品牌和“邻聚力”
“ 楼宇驾驶
舱”特色项目，不断完善“党建统领、多方参与、条块协同、四治融
合”
的治理新格局。
北干聚焦管好重点人员、用好重点场所、布好重点设施三
向发力，将健康三色管理与人口三色管理融合、空间三色管理
与数字孪生平台融合、设备物联感知与片区统一运维融合，构
建了“全要素智控图”；迭代升级街道数字驾驶舱，打通数据壁
垒，将消防安全、矛盾纠纷等社会治理全量信息全域数字化，实
现事件线上流转、因势授权，形成了“全流程闭环图”；借力“360
民情圆桌会”和“邻聚力”品牌，汇集社区、物业、业委会、党建联
盟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实现便民服务、议事协商在线

民情圆桌汇

上一体运转，打造了“全周期服务图”。
如今，在广德社区，
“广至德”服务品牌愈发深入人心，
“一核
二联多元化”的为老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提升辖区内老年人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在天悦社区，
“一楼道五员”的联络体系让社区治
理更高效协同，文化家园创建进一步赋能居民美好生活；在湖滨
花园社区，
以星矩阵”
特色组织为代表的
“1+3 幸福治理”
模式，
持
续擦亮
“党建统领、星耀湖滨”
治理品牌；
在塘湾名苑未来社区，
数
字化应用场景则成为最大特色，
城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同时，对标现代社区六大体系，北干用“种树法”积极探索建
设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努力创建全域领跑现代共富
示范街道，
争取 1 年成树、
2 年成林、
3 年成景。
具体而言，
选取塘湾、
广德等 6 个类型不同且极具北干特色的

代表性社区，
率先打造 6 棵高质量
“共富树”
，
树立具有辨识度、文
化力、创新性的现代社区标杆；
在共富树建设经验基础上，
分片区
选取社区发展空间较好、特色元素鲜明的社区，连点成面组团建
设
“北干精品社区林”
；
全面铺开建设集社区管理、便民服务、文化
体育、医疗养老等多种公共服务与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一站
式”
综合服务设施——
“民生坊”
，
以
“标准化建设＋个性化定制”
，
嵌入式解决居民生活小事，
打造托育、养老、医疗、文化、健身 5 个
“15 分钟服务圈”
。
在北干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冠丰看来，社区连着千家万户、连
着民心民情，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也
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当前全区上下正大力推进城乡社区现
代化建设，全面开展村社党组织“争星晋位·全域建强”行动。拥
有 45 个城乡社区的北干，不仅社区数量多，而且类型多、场景
全。街道将把现代社区建设作为推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关
键赛道，通过这一小切口，加速提升整体发展综合竞争力，为城
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北干经验、硬核成果。
为此，
街道在扣清全域家底的基础上，
率先启动编制
“街道级
现代共富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规划”
，
布局
“一核两轴五组团”
，
探索
现代社区建设路径，
目前已初步形成三年规划大体框架。
其中，
“一核两轴五组团”
，
则具体指现代共富社区示范核，
市
心中路产业发展纵轴、金城路产业发展横轴，以及产居融合、文
化宜居、未来生活、工业历史和旧改提升社区组团，
以实现发展共
谋、
民生共享、
产业共富、
数智共治和文化共识。
有辨识度、有文化力、更有创新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干街
道的城乡现代社区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会连片成景、独具韵味，
成为全区标杆；区域大协同格局、现代宜居风貌、整体智治体系、
共建共享机制……北干的共同富裕之路，
也必将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