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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资本连接一串串“珍珠”
开发区全力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
■记者 杨嘉诚 通讯员 陈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沈少鸿说。今
年，兴源环境已承接了包括总投资 22 亿元
本报讯 近年来，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内蒙古敖汉旗城市综合体提升改造及生
（钱江经济开发区）把加快企业上市挂牌作 态保护建设 PPP 项目、湖州市长兴县美丽城
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区域发展动力、 镇 PPP 项目、山西交口县地下综合管廊 PPP
引领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全力推进企业 项目等 10 多个项目。
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截至目前，开发区
2011 年，兴源环境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今年新增上市企业 4 家，累计达到 9 家，市值 2014 年，
兴源环境分别斥资 3.64 亿、
3.6 亿元，
超 1000 亿元，新增数量居全省各县（市、区） 收购了国内最大的内陆河湖疏浚企业之一
第一。
——浙江疏浚，环保水处理工程领军企业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浙江水美，2015 年又斥资 12.4 亿元收购
业的环保设备制造企业，生产用于化工、冶 生态环境建设运营商——中艺生态。越来越
金、印染等行业污水处理的压滤机，虽然在 多的“好珍珠”被兴源环境收入麾下，企业也
国内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仍遇到市场 因此得以进入环境综合整治、生态改善等领
饱和、发展受限的问题，因此，公司战略性地 域。杭州 G20 峰会期间，惊艳世界的主会场
向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转型。如何成功转 “空中花园”，就是由兴源环境建设运营的。
型？兴源环境想到了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 “目前公司的市值从 20 个亿到将近 300 个亿，
“利用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这个平台，来 我们的营业收入也从几个亿到了几十个亿。
”
进行并购重组，也是一个高效的方式，利用 在沈少鸿的眼中，兴源环境的一系列上市并
资本市场这条线，把这个领域里面好的“珍 购动作不仅为企业带来看得到的经济效益，
珠”串起来，形成一个珍珠项链。”兴源环境 更令企业在与同行竞争中底气更足。

除兴源环境外，开发区越来越多的企业
受益于资本市场。贝达药业 2016 年 11 月成
功上市，2017 年正式控股美国 X-covery 公
司，合作研发新一代抗癌药 x-396，目前已进
入全球三期临床阶段，将为肺癌患者带来更
多福音。截至目前，开发区共有 4 家上市企
业实施 6 次并购重组。
近年来，开发区始终坚持把加快企业上
市挂牌作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区域发
展动力、引领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为
此，开发区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围绕《企业上市挂牌三年行动
计划（2015-2017）》，建立“上市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和“上市挂牌辅导培训机制”，完善
上市资源库、挂牌上市培育库和中介专家
库，帮助企业解决权证办理、工商登记、合规
证明、账目调整、外资转内资等困难，充分发
挥政策引导作用，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
开发区也将全力提速企业上市进程，力争至
2020 年末，实现上市企业数量倍增，实力倍
增。

“我这个年纪学画画一点都不迟”

■记者 周铭
本报讯“我今年 66 岁，这个年纪学画
画，一点都不迟。”胡先生一边用毛笔学画
中国山水画，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 我每天
几乎从早上起床到吃中饭前都在画画，画
画给了我很多乐趣。”
胡先生家住临平，退休之后喜欢上了
画中国画，也曾经在老年大学等地学画，听

说钱唐画院正在举办公益班，就马上报了
名。昨天是他在画院学画的第三天，他说
自己进步很大，受益匪浅。
为了让大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给喜欢中国画的人提供一个学习的途
径，钱唐画院特举办了中国画笔墨技法研
修公益班，没想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朋友
前来画画取经。徐女士是洛阳人，婆婆是
当地比较知名的中国画画家，徐女士从婆

婆处学了中国画之后感觉还不满足，慕名
赶到临平报了钱唐画院的公益班。李女士
是江苏人，请了年休假赶来临平学画。她
说：
“ 以前对画画有恐惧感，总觉得比较高
深，但是自己又充满了兴趣。这次上了三
节课后，更加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也从画
画中找到了乐趣。”
钱唐画院的公益班到 19 日结束，有兴
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刷新形象 传承文化 激发活力

运河街道
“十字方针”扮靓美丽公路

与此同时，运河街道已全面完成了区美
丽公路办下发的 9 批共 40 处脏乱差问题点
位整治，且保证无反弹。街道还自加压力，
拆除了杭信村、亭趾村 3 处沿路乱建筑，使
公路两侧路域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记者 俞杰
据了解，早在整治工程伊始，运河街道
便依据区交通局制定的《
“美丽公路”整治提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运河街道按照“拆、 升工程实施方案》和县道提升方案，因地制
刷、清、治、理、补、提、还、整、抓”的十字方 宜，并在交通部门工程专家的指导帮助下，
针，扎实推进美丽公路建设。随着以临博线 充分发掘自身道路特色亮点。临博线是街
（东湖北 路）、亭五线、临杭线这三条县道为 道连接开发区以及临平副城的主干道。故
代表整治工程有序推进，域内各条道路正经 临博线被定位为形象之路，旨在通过提升改
历着一场蝶变。
造打造成整洁、大气的迎宾形象大道；串联
当前，运河街道东湖北路示范段正在抓 亭趾、博陆、五杭三个集镇，途经多个村庄的
紧施工当中，预计 11 月中旬完工，东湖北路 亭五线被定位为文化之路，将通过增设入村
剩余路段已经进入招投标，计划 11 月中下 口标识以及景观节点公园等，使运河水乡文
旬进场施工；亭五线和临杭线整治正在进行 化淋漓精致的体现在这条道路上；而沿线为
施工图设计，计划 12 月底前完成招投标并 运河产业集聚区的临杭线则被定位为创新
进场施工。
之路，将通过增加创新浮雕、增设创新公园

等举措，
展现运河企业发展的创新活力。
为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推进，运河街道专
门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确保工程高质量、
高
标准完成。同时，由区交通局专门聘请的绿
化专家也多次上门指导业务，对街道整治施
工图进行审查，
帮助不断完善设计方案，
力求
拔高起点定位，
最大限度体现整治效果。
为确保工程质量，运河街道一方面明确
相关人员责权分工，严格把关工程材料进
场，从源头抓好工程质量；另一方面依托街
道大督查机制，全面加强工程进度和质量监
管，
确保工程优良、干部廉洁。
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全区县道整治提升
工程联系单位联系制度安排，区交通局也组
织力量成立服务组，定期不定期帮助运河等
镇街加快“美丽公路”县道整治提升工程建
设，帮助不断提高整治标准，协调解决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协同合作，形成合力，共
同推进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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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农居点 84 家餐饮店
6 成以上无证经营
闲林街道：限期 12 月 5 日前搬离
■记者 杨荣

本报讯 有群众近日反映，闲林街道何母
桥村统计在册的 84 家餐饮店中，大约 6 成以上
的餐饮店没有证照或证照不齐全，并存在消
防、食品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草荡苑小区是一处农居点，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间间营业房内经营着刀削面等各类餐
饮，餐饮店门前的油水、油污随处可见，还存在
私拉电线等安全隐患问题。一家快餐店门口
甚至随意摆放着两只正在使用的煤气罐。记
者走访了部分餐饮店发现，店内墙上并未按要
求悬挂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对此，有的经营户表示，自己有经营许可
证，只是没有挂出来；有的则直接表示尚未办
出许可证。
何母桥村全丰苑农居点也存在同样的情
况。记者了解到，这 2 个农居点都在 2012 年
建成交房，并安置了 178 户村民。自 2014 年
农居点周边项目开工以后，外来人口日益增
多，逐渐形成了目前这种“楼上租住，楼下
做生意”的场景，有的店面甚至连名字、招
牌都没有。据统计，何母桥村草荡苑、全丰
苑共有餐饮店 84 家，其中无证无照的 53 家，
证照不全的 13 家。
记者从闲林街道经济发展和市场监督管
理科工作人员黄泽秋处了解到，今年 9 月，街
道联合了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区环保局
对两个农居点内无证照的餐饮店进行了整改，
但收效甚微。黄泽秋表示，很多店关停后又死
灰复燃，主要还是由于经营者流动性较大导致
的。针对这样的现象，闲林街道副调研员曾华
林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整治计划，并将于今
日召开房东及经营户大会，计划于 5 日内由执
法部门开具执法文书，无证或证照不齐全的限
期 12 月 5 日前搬离，对于不搬离的餐饮店，街
道将于 12 月 6 日起采取强制措施，一律给予关
停取缔。

区建筑业协会召开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记者 李雪红

本报讯 日前，区建筑业协会召开第五届会
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大会
选举浙江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培
章为区建筑业协会新任会长，会议还选举产生
了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及理事。
四年来，区建筑业协会坚持改革创新理
念，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认真履行“提供服
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基本职能，主动服
务企业、服务政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现有会
员单位 173 名。协会开拓企业眼界，推动企业
转型升级，开展调查研究，反映企业诉求，加大
实施“质量强区”发展战略，以工程创优为抓
手，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四年来共评出“良渚
杯”优质工程 93 项，34 项工程获评“西湖杯”，
14 项工程被评为“钱江杯”，1 项工程获“国优工
程奖”，1 项工程获“鲁班奖”。同时承接政府职
能，提供专业服务，开展教育培训，四年来共举
办各类培训 50 余次。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建筑行业正处于建
筑产业现代化起步阶段，今后四年，第五届
理事会要充分发挥协会组织、服务、沟通、
自律作用，促进协会组织建设和服务水平。
要积极投身于建筑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变革
中，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扩大深化行业从业
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技
能，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建造方式转
变，推广建筑信息化技术应用，提高市场竞
争力，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为实现建筑业
可持续发展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