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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业在余杭

扶持创业 呵护人生 分享乐活

新英会助力打造余杭特色“统战+”综合体

（记者 张孝东 沈雯） 一年前的这个
月，在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
上，杭州被确定为全国 15 个新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城市之一。
其中，余杭区就集中了大批富有创新、创业、
创造精神的新阶层人士，仅杭州未来科技城
（海 创 园），目 前 就 有 新 阶 层 人 士 近 20000
人，其中代表人士约 400 名。
2017 年 9 月 28 日，余杭区委统战部从推
进全区新时期统一战线事业的高度出发，正
式成立了新的社会阶层英才联谊会（以下简
称“新英会”
），涵盖中青年人才、党外人士、
高学历知识分子，集合了全区众多新的社会
阶层的年轻人，现有会员 124 名，其中包括
“国千”计划入选者 4 名、博士后 1 名、博士 8
名、硕士 30 名。新英会成立后，以“众创同
心荟”为枢纽，以“扶持创业、呵护人生、分享
乐活”为主线，在现有的前橙会、杭州浙大校
友会、侨商会、高促会、伊智汇、青商会等 6
个社团基础上，组织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联络员制度；以梦想小镇互联网村
为重点，以点带面、辐射全域，分别在华立创
客社区、乐福海邦园、梦想小镇创业大街、手

区总工会慰问
外来务工人员
本报讯 （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郑敏
泉） 春节将近，很多人已踏上返乡路，但仍
有不少人依然坚守岗位。昨日，由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杜坚强带队，区
总工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慰问活动，向仍坚
守岗位的外来务工人员送去新春祝福。
在位于临平街道的杭州欢聚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内，四五名护理员仍在岗位上待
命，她们平时主要负责老人的生活起居。为
了独居老人过年时有人照应，今年春节她们
都不准备回家过年。
“ 有些老人已经习惯了
我们上门为他们做家政服务，临时换人不太
容易适应，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
陪他们一起过年。”
一位留守护工这样说。
当天，区总工会共慰问餐饮、酒店、环
卫、家政等行业外来务工人员 63 人。当天，
各级基层工会组织也开展走访慰问，共发放
慰问品 410 份，发放慰问物资价值 8.2 万元。

区城管局信息化建设
研发实验室揭牌

游村、人工智能小镇建立“众创同心荟”驿
站，推动属地民建、民盟、民进、九三学社、致
公党等窗口平台建设，打造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与民主党派人士温馨和谐的共同家园。
2017 年 12 月，
“ 众创同心荟”被列入全国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第
二批重点项目名单。
结合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新城区、
新经济、新阶层、新市民的特点，一年来，余
杭以大党建为统领，以社会化大统战格局为
依托，以“众创同心荟”为枢纽，以“新英会”
为纽带，以“扶持创业、呵护人生、分享乐活”
为主线，
打造余杭特色的
“统战+”综合体。

扩大新阶层人士的资源辐射
梦想小镇目前已聚集互联网创业者
10000 名，创业项目 1100 余个。结合小镇特
色，新英会联合梦想小镇定期举办项目评审
会，为创业项目发展全过程把脉问诊，理清
发展脉络，将新阶层人士的智力资源辐射到
更广领域，将其专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成为助推创业的重要力量。
截至目前，项目评审会已举办 5 期，入

驻创业项目团队 14 个；同时，新英会组建创
业导师智囊团，开展企业进校园，联合余杭
金融控股集团，为创新创业融资困难的新英
会成员提供“小微贷”等活动。
“ 新英会为我
们初创企业不间断地提供创业指导、政策咨
询、法律援助、生活帮助等服务，让我们在创
业道路上倍感温暖。”新英会会员、杭州童优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戴冰表示。
针对青年创客由于工作高负荷、生活欠
规律等问题所导致的心理困扰和情绪症状，
以及婚恋家庭、亲子教育等方面的生活诉
求，区委统战部联系区卫计局提供专项服
务，专门设立“解忧工作室”。采取“互联网+
心理健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聘请专
业团队老师为青年创客提供解压解忧解负
等心理健康服务。浙江菜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阮新晨表示，目前，梦想小镇
每周四都会举行一次私人定制咨询服务、每
月举行一次“创业私董会”、每季举办一次
“创业心理课”，
深受创业者欢迎。

业者多的特点，新英会成立后举办了系列文
化活动，充分调动新的社会基层人士的积极
性，赢得不少好评。
去年，新英会联合余杭“滴水公益”，
开展减灾防灾消防疏散演练；十九大期
间，组织会员开展书写和热议“十九大 我
最喜欢的一句话”暨径山文化行活动；联
合民盟市委会举办“海创声鸣月，诗情荟
中秋”活动。今年 1 月还举办了“回望初
心·共创未来”文化交流年会。此外，通过
组织举办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联谊交友、
资智对接、论坛沙龙等活动，邀请大咖级
行业领军人物进行创业指导，为会员创业
保驾护航。
危良华是杭州南方远境城市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
才，他于去年 9 月加入新英会。他说，自己
参加了绝大部分活动，深深感到新英会不仅
起到了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
纽带作用，也让会员感受到“家”的温暖。危
良华说：
“加入新英会后，非但没觉得添了麻
烦、占用了时间，反而更深切领悟到人生的
社会价值。”

以活动带动会员参与社会公益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未来科技城年轻创

全力实施
“六大工程”努力实现
“三大提升”
本 报 讯 （记 者 俞 杰 通 讯 员 胡 剑
锋） 昨日上午，区城管局召开年度工作会
议，总结 2017 年度城市管理工作，表彰各
类先进集体及个人，部署 2018 年工作任
务。副区长王艳勤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7 年，区城管局围绕“美丽余杭”建
设工作圆心，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不俗
成效，城市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全年共办
理各类违法案件 122126 件，处理案件实现
“零败诉”，积极助推“无违建创建”，全区
共拆除各类违法建筑 15477 宗，建筑面积
达 558 万平方米，新增创建“无违建镇街”5
个、
“ 基本无违建镇街”10 个，全区“无违

建”创建工作获全市第一。
“ 厕所革命”顺
利推进，制定全区“厕所革命”总体方案，
完成全区 39 座高标准公厕选址，完成 17
座标准公厕改造、2 座精品村标准公厕建
设，拆除 3880 座棚厕旱厕，30 座区管公厕
率先做到了“有纸无味”，并探索研发公厕
便民服务 App。垃圾治理逐步深化，厨余
垃圾（湿垃圾）统收统运专线日清运量 40
吨，全面实行推广“虎哥回收”，134 家“虎
哥服务站”覆盖全区 20 万户居民，新增“垃
圾不落地”音乐线 28 条，全面实施城乡环
卫一体化改革，运行智慧环卫监管平台。
同时，不断加大环卫工人关爱力度，建立

环卫爱心驿站 8 座，向社会征集设立环卫
爱心点 230 个。
2018 年，区城管局将切实加强城市洁
化、绿化、亮化、序化管理，全力实施管理
提升、民生实事、
“ 数据城管”、规范执法、
城管“铁军”、社会协同等“六大工程”，努
力实现指导全区能力提升、改革创新思维
提升和锐意进取意识提升等“三大提升”
目标，推动我区城市管理水平再上新台
阶。
王艳勤在充分肯定区城管局工作的
同时要求，要再接再厉，
“干”字当头，在重
点工作推动上展现新作为。要坚持创新，

余杭乒乓少年一年拿了 8 个省市冠军

告

因新奥泛能网项目（分布式能源
供热项目）建设需要，拟于 2 月 11 日早
上 8：00 至 2 月 13 日晚上 18:00 期间，对
管网进行点火测试。届时，塘宁路、五
洲路、新洲路周边 500 米范围内，将出
现类似警报声的噪音，请广大市民、沿
线企业不必恐慌。调试期间，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2 月 13 日

扶持创业、呵护人生、分享乐活。经过
半年多的探索，新阶层人士对统一战线的认
识度大大提升，对统战活动的态度也由过去
的“要我参与”变为现在的“我要参与”，参与
社会公益、社会服务的主动性与责任心也不
断增强。
“我认为它已成为创业者学习交流、
展示风采、锻炼成长的重要平台。新英会不
像之前我参加的一些社团组织，它是实实在
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办实事，尤其对于产
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来说，通过交流产生的信
息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新英会会员、杭州汇
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副总经理周柔
刚如此评价这个年轻的组织。
区委统战部负责人表示：
“ 我们的目标
是把‘众创同心荟’打造成一个统一战线助
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追梦圆梦的平台、一个
基层统战工作‘综合体’模式，并通过以点带
面的形式，抓好区级示范点建设，逐步实现
全区域覆盖，以崭新的姿态为‘凝心聚力建
名城’贡献力量。”

区城管局部署今年工作任务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剑锋 记者 吴一
静） 昨日下午，区城管局和浙江联运知慧科
技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暨信息化建
设研发实验室揭牌仪式。信息化建设研发
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双方将深化全面合作
关系，共同推进余杭城管整体信息化建设。
浙江联运知慧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
来，已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
环卫云平台、智慧公路云平台、智慧市政云
平台等城市管理信息化平台，并通过云服务
自动化控制等技术，满足行业大数据分析需
求，推动城市环境综合服务形成一个基于物
联网、互联网和大数据、云平台的生态产业
链。此次签约将大大加快区城管局信息化
建设，提升余杭城管整体信息化水平。

公

打造统一战线新平台

余杭女孩陈逸宁在比赛中
本报讯 （记者 周铭） 在不久前
结束的 2017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
球冠军赛总决赛中，余杭区李菊乒乓
球俱乐部的刘均淇战胜各路高手，夺
得女子单打 2009 年及以后组的年度
总冠军，这是她去年收获的第三个冠
军。在过去的 2017 年里，刘均淇和她

的队友陈逸宁等共获得 8 个省市级乒
乓球比赛的冠军，着实让余杭区少儿
乒乓球运动露了一下脸。
据了解，李菊乒乓球俱乐部立足
余杭本土，历来重视少儿乒乓球运动
的推广，积极挖掘和培养有潜力、有
实力的少儿乒乓球选手，向高级别专

业乒乓球队输送人才。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俱乐部非常
欢 迎 2010 年 和 2012 年 段 的 孩 子 加
入，为余杭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储备更
多的人才，使余杭尽快出现国字号的
乒乓球选手。

浦发银行理财产品一览
个人金融热线电话

产品名称

销售起止日

起点金额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89280377 86238964
公司产品咨询电话 89185669
国际业务垂询电话 86230906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

每周三至至下周二

5万

188 天

5.4%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每周三至下周二

30 万

91 天

5.4%

官方微信平台

幸运日理财计划（社区银行专属）

每周五至下周三

5万

90 天

5.13%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钻石客户专属（6 个月）

T+1

5万

6 个月

5.11%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 5 万起 6 个月计划

T+1

5万

6 个月

5.1%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钻石客户 1 个月计划

T+1

5万

1 个月

4.83%

3 个月

5.13%

T+1

30 万

2014 年同享盈增利之代发客户专属

T+1

5万

3 个月

5.22%

天添盈一号

T+0

5万

无固定期限

4.05%

高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123 天）

每周一至周五

5万

123 天

5.32%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389 天）

每周一至周五

5万

389 天

5.23%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 5 万起 3 个月计划

产品类型/风险

非保本浮动/较低

在城市管理提升上取得新成效。积极在
机制、方法等领域寻求创新，全面提升我
区城市品位。要紧抓重点，在推动中心工
作上展现新作为。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
紧紧围绕“无违建”创建、垃圾治理、
“厕所
革命”等中心工作，集中力量抓重点，紧盯
目标抓落实。要强化担当，在深化队伍建
设上树立新形象。做到“肯干事、能干事、
会共事”，突出实干导向，严格依法行政，
坚守廉洁底线，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廉洁务实的城管铁
军。

我区监地协作
迈入
“新常态”

本 报 讯 （记 者 范 建 荣 通 讯 员 陆
萍） 记者日前从我区举行的监地协作交流
会上了解到，十年监地协作，形成了一系列
多元化、特色化的工作制度及成果，构建了
监地间共建共享，
共促共进的良好格局。
据了解，我区辖区境内及周边坐落着
6 所省属监所、4 所市属监狱及区看守所。
十年来，在省司法厅及辖区监所单位的支
持和帮助下，我区不断深化监地间交流、互
动与合作，去年还进一步深化信息核查、审
前社会调查、特殊人群对接“三项制度”，确
保业务联系更紧密。在帮教手段方面，我
区通过开展进监帮教、进监招聘、
“ 送法进
监”、进监援助等活动方式，组建由司法所
工作人员为主，帮教能力较强的调解人员、
志愿者、治保主任、亲属等组成的帮教团。
此外，我区已连续 10 年开展社会企业进监
招聘活动，解决服刑人员出监后的顾虑。
去年全年共组织 20 余名律师志愿者提供
法律服务，为 200 余名服刑人员提供“一对
一”法律咨询，有效化解服刑人员思想包
袱，提升改造质量。
据悉，我区将进一步固化积累的经验
与成果，推进监地协作向有效的、可持续
的、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迈进。一方面加强
信息的互联互通，推进数据共享力度，另一
方面进一步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拓展警
示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建设。同时，继
续做好“请出来、走进去”普法宣讲模式，大
力推动“法制宣传进大墙”活动；继续开展
延伸帮教、
“三无人员”帮教等活动，充分利
用现代化信息平台，社区矫正中心建成后，
依托中心，探索与监狱共建远程帮教会见
等全新帮教模式，
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浦发极客智投,即刻起投!即日起到 2 月 28
日,首次体验浦发极客智投,即刻就投!即日起到 2
月 28 日,首次体验浦发极客智投并下单 5000 元
(含)以上的,可以参与体验有礼活动!

浦发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
临平北大街 150 号
理财热线：
86231715
浦发银行余杭东海花园支行
地址：
临平南大街 128 号
理财热线：
57893607 57893608
浦发银行余杭科技城支行
地址：
杭州市文一西路 998 号海创园 4 幢 102
理财热线：
89059528
注：理财销售日期及收益率按每期发行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