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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拆”的进度
提升“控”的强度
拓展“用”的深度

我区部署下阶段
“无违建”创建工作
■记者 吴一静

本报讯 昨日，全区“无违建”创建工作
例会在仁和街道召开，总结 3 月 29 日全区

“无违建”创建工作推进会议以来拆违工作
和“无违建”创建工作形势，全面部署落实下
阶段工作。副区长王艳勤参加会议。

在实地踏勘了仁和街道东风村河道沿
线违建和疏港公路和宣杭铁路交叉口东北
角现场后，区防违控违办通报了各镇街2017
年以来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并下达半年度工
作任务及第四批区领导包案整治工作。截
至目前，2017年累计拆除违法建筑4371宗，
面积 1334793.66 平方米。2017 年 1 期卫片
共核实确认 1136 宗违法建筑，已完成处置
结案687宗。区领导第三批100宗包案违法
建筑典型案件 95 宗已完成整改，整改面积
102082.55平方米。全区共排查出582宗“五
必拆”违建，面积 250906.76平方米，已累计
拆除 468 宗，面积 194156.22 平方米。我区
开展35条劣五类河道沿线违法建筑排查专
项行动，共计排查点位 306 个，经核实确认
违建点位 281 个，面积 62602.4 平方米。目
前已处置结案 128 宗，面积 24723 平方米。
前期，区安监局抄告的第五轮 18 家企业违
建，累计已整改15宗，面积15503平方米。

针对我区目前防违控违、“无违建”创建
工作情况、下阶段的工作重点及任务，王艳
勤要求，一要以存量清零为目标，加快“拆”
的进度。要继续强势推进拆违行动，拔钉破
难，连片拆违，公平公正，确保稳定。要分类
处理存量违建，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二要以

“无违建”创建为抓手，提升“控”的强度。存
量必须处置到位，增量必须禁止，完善制度
供给和执行，落实长效管控机制，统筹推进
环境综合整治。三要坚持因地制宜，拓展

“用”的深度。要聚焦和解决突出问题，推进
功能性项目建设，确保拆后土地有效利用，
真正做到拆出空间、拆有所用，提升老百姓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 陈坚

本报讯 前日，我市召开乡镇街党（工）
委书记工作交流视频会议，良渚街道党工委
书记黄德伟就打好产业转型升级组合拳作
交流发言，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一德肯
定。

良渚在推动产业转型中，始终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牢牢抓住科技、文化、平台、人才
四大要素，打好产业转型升级组合拳。

为破解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优、层
次偏低等“低小散”问题，近年来，良渚
街道深入推进科创园区建设，以 3 家政府
返租的科创园区为龙头，通过培育成功创
建16个科创园区，其中蓝都科创园由两千
万产值增长到 3 亿元，大学科技园实现产
值 2 亿元，培育成长的龙头企业如博多、
骑客等，产值均在亿元以上。另外，腾出

优质空间，引进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548
家。同时，街道充分利用五千年良渚文化
结合产业转型，成功招引翻翻动漫、兔兔
动漫等一批高品质文创企业，成为杭州市
十大文创产业基地之一。

在加强内部挖潜的同时，良渚也积极
谋求对外合作。着力与浙江大学建立政产
学研战略合作，在大陆工业园共同打造良
渚大学科技园，共建浙大良渚创业育成中
心、浙大首个在校学生校外创业孵化基地
等优质平台。同时，开展良渚百名企业家
进浙大、浙大百名教授进良渚等活动，浙
大六个院系的专家教授与良渚企业开展一
对一服务。通过与浙大深入合作，目前良
渚已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建成省市
级研发中心18个，申报专利3000余件。

在推动良渚产业大跨步转型的同时，良
渚主动寻求核心产业与显著标杆。抢抓“中

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于2015年11月成功
举办国际工程技术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暨2015中国创新设计大会。

此次大会期间，良渚与中国工业设计协
会开展深度合作，大力发展“设计+品牌”，

“设计+资本”，“设计+文化”等新业态，瞄准
工业设计、智能设计、商业设计，建设梦栖小
镇，并成功创建省级特色小镇，目前小镇已
引进设计企业290余家，集聚各类设计人才
1163名。

2016年6月29日，“世界设计大会”预备
会议在梦栖小镇召开，并正式发布：世界工
业设计大会永久落户良渚。在省、部直至国
家层面的肯定和支持下，第一届世界工业设
计大会于 2016年 12月在良渚顺利召开，大
会形成了《良渚设计宣言》《中国工业设计绿
皮书》等重大成果。

创建16个科创园区与浙大深度合作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永久落户

良渚：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很好吃，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水
果。感觉味道有点像猕猴桃，也像西番
莲，但又有点不同，不过我喜欢。”昨日，
塘栖天银港农庄枇杷采摘园迎来一群
来自国外的朋友，为塘栖枇杷节妆点上
一抹别样的风景。

外国朋友们分别来自德国、越南、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刚果、喀麦隆等
国，有的是留学生，有的在杭州工作。
趁着枇杷丰收的季节，他们来到果园亲
手采摘，近距离体会来自塘栖本土的气
息。Emmanualla来自喀麦隆，在杭州一
所大学读书已有两年。她小心翼翼地
采下枇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剥开枇
杷皮尝了一口说：“酸酸甜甜的，是我喜
欢的口味，好吃。”当天下午，一行人又
来到塘北村蚕桑文化基地，领略了地域
特色鲜明的蚕桑文化。

记 者 宋晗语 唐永春
通讯员 胡 丹 高宏斌

塘栖枇杷引得外国友人赞不绝口

王秋荣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上接第1版)

编织天网系统
先来说一件小事。2014年8月，两个外

地来的飞车贼在余杭街头抢了包后，撒腿就
逃。没想到的是，飞车贼才跑了40分钟，竟
看到一红一蓝爆闪的警灯闪耀在前方，全副
武装的PTU、派出所民警正在等着他们钻进
包围圈。

这两个贼吓得不轻，他们没想到警察会
这么神机妙算。这其实是“可视化联动指挥
辅助系统”的威力，系统在提醒民警，贼要往
这里跑，而且把监控上抢包贼的相貌发到了
每个抓捕民警的手机上。

这个系统的第一研发人，就是王秋。作
为技术骨干，他还带领同事研发了“执法音
视频同步系统”“公安基础二维码社会申报
系统”“余杭社会联动平台”“社会治安互动
平台”等。

以前，在余杭公安系统，令 110 接警员
最头痛的是，打进 110 的人万分焦急，却说
不清楚自己在哪里。位置说不清，不可能快
速发出指令，派出警力前去处警。但每一个
报警电话都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
产安全，时间等不得。

王秋用了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来
节约时间：给余杭的每一个监控摄像头挂了
个号牌。于是，你就能在余杭110指挥中心
听到一番这样的对话：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监控头？能看见编
号是多少吗？”

“有！我看见了！ 南-2032号！”
就是这么接地气。
报警人说得清楚了，接警员听清楚了，

视频员看清楚了，PTU 和派出所警力会就
近、快速抵达现场。王秋的这个小发明，其

实不只是一个数字号牌，而是模糊搜索、地
图定位与监控视频数据整合。这项技术把
余杭警方重大案事件视频同步率提高到了
98%。

打造“云上公安”
监控录了多久，回放的人就要看多久。

虽然有快进，但王秋还是不满意，他觉得可
以做得更好。警察都是聪明人，王秋认为，
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完全可以同时看好几段
视频。

能不能对一段监控视频进行分时段、短
间隔、同时回放？现有的播放系统没有这项
功能。王秋决定，自己研发。查资料、咨询
兄弟单位、找科技公司，找代码，最后搞定。
王秋说，他的工作成果就是这样一点点累积
出来的。

“钉钉”为什么能在政府职能部门中广
泛应用？公务联系、审核审批、办公模块都
很实用，其实就是余杭警方和阿里巴巴的钉
钉团队最早展开的合作，很多功能模块是在
一起讨论后，根据警方实战要求一起研发
的。

他现在不但要把现有的数据连接起来，

还要融合使用，做到“预知、预警、预判”。余
杭警方坚持“大数据”理念，围绕“云上公安、
智能防控”战略部署，“实战、实用、实效”，自
主研发运用“慧眼”系统，又是王秋带着团队
在奋战。

群众办事最好“一次都不要跑”

这还不够，王秋不光要让同事们方便快
捷地提高工作效率，还要方便社会各界，让
老百姓跟公安打交道时“最多跑一次”，最好

“一次都不要跑”。
余杭公安在4月25日推出一个“爆款神

器”，这是杭州第一个建在手机微信上的租
房管理平台，真正实现了房东、房客“一次都
不用跑”的实用软件。这个软件很快被辖区
群众称为“出租房的手机管家”。

打开微信公众号@余杭公安，在底部菜
单上点击“租房管理”，就能进入“租房管理”
平台，看到“我是房东”“我是租客”的选项，
所有功能一目了然。

自微信“租房管理”平台推出以来，房东
使用平台达到 1.3 万余户，平均每天都有
2500 多条信息申报，目前已经累计 14.2 万
余条信息，其中申报登记的10.9万余条，申
报退租的3.3万余条，警方比对发现1.6万余
条未办理居住登记信息，2万条需注销信息。

在区公安分局，王秋带领的科技团队是
大家公认的最具活力、气氛最好的部门，多
次获得年度工作满意度考核第一，科技分党
支部连续三年获得优秀基层党支部的荣
誉。王秋获个人三等功两次，嘉奖三次,获
得国家专利两项，软件著作权三项，被评为
市劳动模范、市公安百名优秀科所队长、市
公安科技先进个人、市政府信息化评审专
家、区道德模范等荣誉。

(上接第1版)当前，余杭在包括“政策生
态”在内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上成就卓
著，收获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创新发展成
果，余杭已经真正行进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快
车道。正如昨天会上发言的贝达药业董事
长丁列明所说：“落户余杭这 11 年来，从金
融危机时期区政府拿出1500万元创投引导
基金雪中送炭，到扶持进入资本市场挂牌上
市，从开发区新辟土地建设总部基地，到最
近相继在上海、北京展开企业并购的战略运
作，一路走来，贝达药业一直得到区委区政
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贝达的神奇成
长就是余杭优良创新创业环境的诠释。

浩荡寰宇之内，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
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此次科技创新大会提
出要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不
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是强调要进一
步构建全域创新的新格局，高水平地建设创
新发展示范区。抓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
就是要让企业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让人才
真正成为创新的第一资源。对此，昨天会议
也释放了更多利好信息，除了下周人才科技
活动周各产业平台开展的人才、科技、资本
系列对接等活动外，近期还将开展“百名教
授进余杭、百名博士进企业、百家企业进高
校、百家基金余杭行”“四个一百”对接活动；
将实施“校地融合”工程，增加余杭高层次人
才、高专技人才容量；将加快出台《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项目扶持管理办法》，将实施包
括高层次人才倍增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倍增
计划等在内的多个“倍增计划”。通过政策
的“落地有声”换来人才的“落户生根”和“开
花结果”。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随
着区域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产业平台能级
的不断跃升、创新要素的竞相集聚，山清水
秀的余杭大地一定能更好地加快转型升级，
实现新旧动能的顺畅转换，绘就充满创新活
力的美丽余杭画卷，更好地建设高品质大都
市新区，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榜样！

王秋（右一）正在检查警用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