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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跃敏走访看望
我区市人大代表
■记者 陈坚 李书畅
本报讯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跃敏
来我区走访看望部分市人大代表，了解代表
履职情况，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关心代表生活
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宏儿参加活动。
于跃敏一行先后来到黄湖、径山、瓶窑、
良渚等镇街走访看望代表，了解基层人大工
作开展情况。市人大代表傅晨承、俞国富和
陈甜都在基层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级事务
管理得井井有条、各有特色。于跃敏详细了
解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和履职情况，认真听取
建议和意见。她说，
“你们身兼村官和人大代
表‘双职’，本职工作都很出色。人大代表的
关键是履职，一定要多听取群众的心声，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群
众的意见和诉求。做好了代表的履职工作，
村书记的本职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径山四岭名茶厂的应水芝代表热心公益
事业，关爱弱势群众，关心老年群体。于跃敏
赞赏她正直、善良、孝顺的良好品德，祝愿她
家庭和睦幸福，茶厂事业兴旺。区第三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的赵环宇代表来自黑龙江哈尔
滨，于跃敏关切地向她询问生活情况：
“ 生活
还习惯吗？本地土话听不听得懂？爸爸妈妈
现在住哪里？”听说赵环宇不仅开设专家门
诊，还每月举办糖尿病俱乐部活动，并和社区
医生一起下基层进行农村健康教育，于跃敏
夸赞她“德医双馨”。来自杭州玉渚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郑洪广代表，钻研桃、李果树种植
技术，承担多项省市农技培训任务，关心青少
年德育教育。于跃敏笑称他“生产甜蜜产品，
从事美好事业”，是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
于跃敏对 6 位代表表示感谢，希望代表
们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广泛收集社情民意，
积极反映民意民声，认真提交意见和建议，更
好地发挥代表作用。

马晓晖来我区
走访服务企业

打造校企合作共赢的设计产业集群

设计开放大学将迎来首批新生
9 月 16 日，位于良渚梦栖小镇内的设计开放大学将迎来首批新

生。未来的两年时间里，来自浙江大学的 20 名学生将在这里接受设计
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
开启一场关于设计的造梦之旅。

昨日，浙江大学信息产品设计系主任姚琤带着记者探秘即将开学
的设计开放大学。
■记者 金晓榕 见习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金良瓶

设计开放大学位于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姚琤介绍，浙江大学是首个入驻设计开放大
会址 4 号楼，配备专业课程教室、总结汇报 学的综合性大学，今年首批共招录了 20 名
设计项目会场及多样化设备实验室，形成完 研究生，明年预计招生 75 人，后年预计招生
整的教学配套体系，为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 100 人 ，招 收 的 学 生 主 要 是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实践提供良好条件。
“211”
“985”院校的保送生，自身拥有较强的
“教室内的桌椅等设备可以随时进行位 专业能力。此外，荷兰埃因霍温大学、北京
置调整，以适应不同类别的课程教学需求； 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院校正在与梦栖小镇
每个学生团队或个人的课程设计项目都将 进行对接入驻，为设计开放大学注入更多活
在会场进行演示，可行的设计项目还能直接 力，学生课程以及教师设计项目之间的交叉
在实操实验室制作样品。”姚琤说，目前该大 合作也将会更加高效频繁。
学教室装修已经基本完成，教学设备正在加
“设计开放大学位于梦栖小镇核心区
紧入场安装，园区的准备工作将在学生到来 块，周边的相关设计企业很多，距离校园近，
前完成。
学生上课过程中甚至可以直接前往企业实
“设计开放大学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前 地学习，这样高融合度、高互动性的模式对
所未有的开放程度，目的就是要将来自不同 培养与市场接轨、具备较强创新创业能力的
院校的设计专业学生生源和教师资源进行 设计专业精英有很大帮助。”姚琤说，如今专
汇集，打造一片高等院校的设计专业集群。” 业知识对行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

“泰利”
可能成为
今年对我省影响最大的台风

18个镇街各自打造一条示范路
“美丽公路”
县道整治工程确定示范路名单

■记者 沈黎勇
本报讯 昨日，市委副书记马晓晖来我区
走访了运达风电、贝达药业、老板电器和诺贝
尔三家企业，开展送服务活动，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和诉求。区委副书记王进，市区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走访。
马晓晖一行首先来到运达风电。该公司
主营大型并网型风力发电机组设计、生产和
销售，风电场运行维护、技术改造，备品备件
的供应，并提供风力发电工程的风场规划、设
计和施工等服务，拥有风力发电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院士专家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在了解了公司各行业应用领域的成功案例
后，马晓晖对运达风电的创新能力表示肯定，
希望公司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在专业
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贝达药业是一家国家级高新制药企业，
一直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新药研
发和生产，目前拥有 GMP 论证的片剂和膏剂
生产车间和原料药、肿瘤口服剂等 11 个国药
准字号药品生产批文，公司上半年销售收入
4.39 亿元，
同比增长 38.93%。（下转第 2 版）

与高校需要以共同合作的方式更好更快地
推动产业发展。设计开放大学是跨学科、跨
文化的，以“设计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为核
心，围绕创新创业和人才培养两大方向，打
破产学研分割，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多
方协同互补的创新链条。通过融合浙江大
学、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梦栖小镇等力量，把
人才聚集在一起，带来磁铁效益，形成产业
园区。
梦栖小镇作为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
一个工业设计小镇，正通过设计开放大学平
台的搭建与国际接轨，引入更多国内、国际
的优秀设计人才和设计力量。目前，小镇正
致力于强化资金投入方面的工作，今后将形
成投资、产业、人才三合一模式，打造国际化
的工业设计
“硅谷”
。

资料图

昨日记者从区交通运输局获悉，涉及我区
“美丽公路”县道整治提升工

程的 18 个镇街目前已确认各自的一条示范路。其中，径山、运河进展较

快，已完成所有技术前期工作，其他镇街也将在本月底前完成技术前期，11
月中旬前所有镇街将完成示范路的整治提升工作并参加全区大比武。

详见第 2 版

紧绷防台这根弦
余杭全力部署应对
■记者 潘怡雯 通讯员 于泽森

本报讯 昨晚，国家防总紧急召开包括浙
江在内的九省市自治区的防台工作视频会
议，分析预测台风“泰利”的情况，部署防御
工作。会后，我区随即召开会议，副区长葛
建伟就防台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昨天，我省防指提前启动防台 IV 应急响
应，下午提升到 III 级。
“泰利”极可能于 14 日
夜到 15 日早晨在我省中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最大强度可达强台风级别，中心风力可达
14-16 级 ，或 成 今 年 对 我 省 影 响 最 大 的 台
风。不过，受 19 号台风“杜苏芮”生成影响，
“泰利”也可能紧擦我省近海北上。余杭在
14-16 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及南下冷空气的叠
加影响，将出现较大风雨。
“ 泰利”的移动路
径、强度等和 2013 年台风“莫拉克”较相似，
需提高警惕。
葛建伟强调，各镇街、部门必须高度重
视，紧绷防台工作这根弦，深入细致地做好
准备工作；落实责任制度，抓好到岗履职工
作；突出重点，西北部山区要特别加强防御；
加强分析会商及应对处置，做好信息报送，
优化调度预案；确保巡查监测、预报预警、抗
旱应急供水调度、抢险救援等各个环节不出
问题，实现“五不一确保”目标，即江河不决
口、水库不垮坝、城镇不进水、人物不死亡、
交通不中断，
确保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