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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交上亮眼答卷

2020年，极不寻常的年份，极不
平凡的收获。

回首这一年，新冠肺炎突如其来，
经济发展备受冲击，房产调控日益趋
紧……面对重重困难与挑战，苏州万
科始终坚持“一根筋”，迎难而上、铿锵
前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在
住宅开发、城市更新、物业服务、长租
公寓运营、商业运营服务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亮眼成绩。

据克而瑞苏州机构发布的《2020
年 1-12 月苏州大市房企销售业绩
TOP50》数据显示，2020年苏州万科
以217.89亿元、99.04万㎡的销售业
绩摘得苏州大市操盘榜销售金额和销
售面积“双料冠军”，也是唯一一家销
售额破200亿元的房企；在全口径销
售业绩排行榜上，苏州万科以219.36
亿元、100.19万㎡的成绩斩获第二名；
在权益销售业绩排行榜上，苏州万科
则以125.03亿元、59.59万㎡的成绩
位居第三名。

大考之年，万科交出高分答卷，背
后正是苏州万科人顽强拼搏、死磕到
底的执着。作为全国知名头部房企，
万科深耕苏州十余载，在市场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和形象，其打造的产品引
领苏州人居品质提升，颇受苏州市民
青睐。近年来，万科深耕苏州大市，开
发版图已布局“苏州、昆山、常熟、吴
江、太仓、张家港、宜兴”7大片区，不

仅市区的上瑞阁、锦上和风、翡翠公园
等楼盘热销，继大家之后入市的大象
山舍表现亦可圈可点；还有昆山的万
科瑧望、未来之城、海上传奇等，常熟
的璞悦雅筑、瑧湾雅筑，张家港的大都
会、公园大道等项目，均受到了购房者
的追捧，这些项目成为支撑苏州万科
业绩拔得头筹的主力军。

多元发力，赋能城市生长

对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
力苏州高质量发展，苏州万科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实现了由单一的住宅业务
板块，发展至住宅、长租公寓、商业开
发与运营、城市更新等多元发展格局，
不断赋能城市美好。

在住宅开发领域，万科打造“三
好”住宅，营造舒适生活。当下，房地
产行业已经告别住房短缺时代，正在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基于此，
万科尊重苏州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
致力于用有温度的匠心品质与体贴服
务打造“三好”住宅，并不断升级产品，
形成了系列经典作品：玲珑系、公园
系、上字系和大字系，诠释更美好的居
住生活。

在城市更新领域，万科通过古城

改造、空间再设计等手段赋予城市更多
美好想象，释放城市活力。2020年，万
科参与苏州高新区淮海街焕新升级，结
合街道历史和发展渊源，多维度、多层
面对淮海街进行设计、升级和改造，引
入人车平权、步行优先等理念，使之成
为真正拥有持久生命力的现代城市空
间，使其成为市民打卡胜地。

在共享办公领域，万科创新打造
了牛小时Office，集智能化、人性化、
年轻化、定制化于一体，拎包即可办
公，可免去许多小微企业的后顾之忧；
在长租公寓领域，万科在园区、姑苏
区、新区布局四家泊寓，业务规模共计
900间房间，开业平均出租率达95%
以上，为城市青年提供有品质有温度
的租住空间；在商业运营服务领域，万
科洞悉不同客群的消费需求，形成了
购物中心到社区商业的三大产品线，
满足市民的不同消费需求……“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万科努力
奔跑的方向。

抢抓机遇，开启崭新篇章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围绕“强

富美高”总目标，“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总要求，确保开好局、起好
步？苏州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
焦强化创新核心支撑、打响“苏州制造”

“江南文化”品牌等重点方向发力攻坚，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其中，落实长三角一体化是2021
年的重点工作。苏州将更加积极主动
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加
快“沪苏同城化”进程，加强重点领域
协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全面投身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苏州万科看来，苏州是
长三角核心城市之一，与上海
的跨城通勤联系
显著高于其他长
三角城市，与上海
的产业协同
发展空间最
大，在城市
更新、TOD
建设（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及产城融合方
面存在巨大的历史机遇，苏州万科将
积极主动探索。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十四五”时
期，苏州万科将在原有业务领域稳中
求进，并紧跟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探索
新业务，搭建“以人为
本”的全场
景 生 态 体
系，为苏州
未来的美好
生活贡献力
所能及的力
量，开创新
时代发展新
篇章。

苏 钰

“不服输就不会输”“一根筋刚
到底”……日前，位于苏州高新区淮
海街的万科筋厂·苏州分厂炫酷开
业，众多时尚潮人、酷玩青年慕名前
往。作为年轻热血的落地表现，万
科筋厂将硬核工业、赛博朋克、未来
科幻等元素相结合，一跃成为苏州
潮流打卡新坐标。

“筋厂”是万科一张充满年轻感
的新名片，更是万科探索多元发展的
又一重要实践，寓意着万科认真做
事，坚持理想，不妥协、不认输的“一
根筋”精神，也是万科对好产品、好服
务的长期主义态度。正因为这“一根
筋”地坚持，成就了如今的万科。

新一年，新使命。2021 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紧跟时代步伐，苏州万科将紧
紧围绕“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战
略定位，全面发力并探索多元业务，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为苏州建设独具魅力的“现代
国际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贡献
力量。

苏州万科：坚持“一根筋”奏响“新乐章”

理顺机制，
擦亮国家级度假区门户

连日来，寒潮席卷苏城，几十年不
遇的太湖冰封美景，吸引大批游客前
来度假区“打卡”。穿过香山隧道后，
不少人惊奇地发现，子胥快速路尽头
的度假区东入口“变了样”。

变在何处？作为苏州轨道交通5
号线的终点站，这一“咽喉要道”也是
进入度假区的第一站，因连续几年施
工，不仅给群众生活和游客出行带来不
便，周边道路、绿化等也不可避免受到
损坏。今年年中，5号线将正式通车，随
着施工进入尾声，度假区正加快协调整
治，进行景观恢复。眼下，这里树种起
来了、草铺起来了、围挡立起来了，道路
干净整洁了起来，形象有了大改观。

“即使没有两会，我们也将配合街
道，把这里作为年度重点任务进行重
点攻坚。”苏州太湖山水城市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沈文元介绍。

尽管开发建设近30年，但香山街
道作为度假区中心区的建设，到最近
几年才随着交通格局的变化驶入“快
车道”，处于“半城半乡”的发展阶段。
此外，由于之前街道和度假区层面在
城乡规划、建设、环境治理等多方面存
在职权交叉，管理难度不小，“门户”形

象没有被真正擦亮。
“比如随着大批房地产项目进驻，

造成中心区一度广告泛滥，度假区层
面批复了，街道层面又来拆除，城市环
境提升内部堵点较多，管理上造成人
力物力浪费。”香山街道办事处主任王
华刚坦言。

为了打破这一症结，最近两年，度
假区明确中心区城市建设由街道主
导、度假区相关部门及城投公司配合
的责任机制，把清零地块利用、基础设
施修整、城市环境管理等工作的“话语
权”交给街道，度假区调配财力物力人
力，从开发建设、城乡融合、民生发展
等多维度统筹中心区建设。

机制理顺，门户建设目标明确、力
度更大。围绕“三横四纵”度假区中心
区主干道，香山街道分管领导全部上
路，分片包干、清单管理，随着路面、路
牌、管网完善整改，重要节点道路有效
提升，中心区建设进度也在不断加快。

精雕细琢，
让乡村更有味道和美感

香山街道墅里社区，背靠渔洋山，
与太湖相通的探夕河穿村而过。走进
社区，路面干净整洁，每户人家的门前
统一安装了晾衣架，井井有条。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彩绘画在墙上定格，冬

日里静谧的水乡风情尽收眼底。
“整治前，村里乱堆乱放、畜禽养

殖的情况比较严重，整治过后，明显感
觉清爽了许多！”居民叶梅香指着家旁
边的巷子告诉记者，社区将相邻房屋
之间的巷子进行了统一规划，现在，平
时不用的农具和杂物有了集中摆放的
位置，既节省了空间还美化了环境。

“度假区不少服务配套载体都在
我们周边，南边就是万豪万丽酒店，社
区是游客必经之处。”墅里社区党总支
副书记钱文兰介绍，为了提升环境，去
年，社区投入100多万元用于基础设施
提升、人居环境大整治，让秀美的太湖
乡村又回来了。

中心区建设，不能只美“面子”，不
美“里子”，作为太湖度假区中心区的

“里子”，香山还有不少保留村庄，以及
和墅里一样的涉农社区，之前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乱种乱养、乱垦乱植现
象严重。

“不怕自揭家丑，2019年，我们街
道的农村人居环境情况全区倒数，不
仅离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作为度假区的中心区，我们自己也感
到汗颜！”王华刚告诉记者，近两年来，
街道痛定思痛，打响一场场环境整治

“攻坚战”，通过“小手拉大手”等一系
列做法，推动一个个“黑榜村”连续上

“红榜”，农村人居环境跃居全区前列。

而在整个度假区层面，自2015年
起就结合吴中区工作部署，全面启动
美丽乡村建设，目前两镇一街道已完
成165个自然村（其中美丽村庄12个，
康居村庄153个）的建设工作，累计投
入资金近10亿元。预计至2021年年
底，基本实现辖区内美丽乡村建设的
全覆盖。对农村人居环境的精雕细
琢，度假区的乡村也更有味道和美感，

“半城半乡”的尴尬少了，“伴城伴乡”
从容更多了。

中心突围，
做美“好风景”做强“新经济”

元旦刚过，香山街道打响2021年拆
迁“第一枪”，自此，香山中央商贸区扫尾
项目完成清零，这项历时13年之久的拆
迁项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城市化进程越快，城乡肌理越需
要理顺。而在度假区中心区，除了成
型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带，还有大量
拆迁过后等待开发的过渡地带，以及
通过三优三保、占补平衡政策调整出
来的复垦土地。

“这里既不是城市建成区，又不属
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不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范围之内，中间还夹杂着多
处未拆迁房屋。”苏州太湖城市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培根介绍，南部

太湖岸线区域多在2006年以前建设
开发，基础设施老旧。腾出的发展空
间尚未开发，又被不少本地和外来居
民开垦成了菜地或随意堆放杂物，严
重影响了中心区形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度假区扭转思
路，变“整治”为“建设”，由城投公司对
这些地块通过高标准养护管理，种起
了油菜花等彩色作物，不仅将“真空地
带”管了起来，还为城乡增添了新的风
景。去年春天，度假区中心区大片的
油菜花首次盛放，看似“无心插柳”的
举动，竟打造成了新的“网红景点”。
此外，大片的高标准足球场建了起来，
不仅强化了中心区的“含绿量”，也打
响了苏州太湖足球运动的新品牌。去
年，苏州成为中超举办地，8支中超球
队入驻太湖度假区，大大提升了这里
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程度。

在有风景的地方培育新经济，太
湖度假区拉开全新布局。前不久，苏
州市提出高标准打造金庭“太湖生态
岛”，作为进出西山岛的必经之路，整
个香山街道的中心门户的作用更加凸
显。度假区也提出在产业上要立足好
山好水、抢抓机遇，在培育新经济方面
谋篇布局、果断发力，培育好“四新经
济”，以城乡“高颜值”塑造发展“好气
质”，这个“老牌”国家级度假区正逐步
焕发新光彩。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扮靓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扮靓““中心区中心区””门户形象门户形象

以城乡以城乡““高颜值高颜值””塑造发展塑造发展““好气质好气质””

□ 本报记者 盛 峥

随 着 苏 州“ 两 会 时
间”开启，苏州太湖国家
旅游度假区最近成了全
市焦点。除了刚刚闭幕
的吴中区两会在这里举
行，今年，苏州市两会也
将首次走出城区，“移师”
太湖之滨。整个太湖度
假区中心区正加快软硬
环境提升，力争以“最美
颜值”和“最优服务”确保
任务完成。

“两会是展示度假区
综合形象的一个重要窗
口，要抓住这个机遇，加
快梳理城乡环境提升短
板，以中心区靓化美颜为
引领，逐一重点攻破整个
度假区城乡建设、管理难
点。”吴中区委常委、度假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副主任孙健表示，作为国
家级度假区，太湖度假区
将紧扣城市管理、城乡环
境管理、队伍管理等方面
下好功夫，着眼于城市管
理和服务两大重点，持之
以恒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准，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以城乡“高颜值”塑造发
展“好气质”。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