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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项目集中开工 15 个项目集中签约

我区项目建设、双招双引工作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文 周铭/摄）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发 展 关 键 是 项 目 。 昨 天 ，
2018 年余杭区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暨集中签约仪式举行，24 个重大项目同时
开工，15 个重大项目同日签约，为扩大有效
投资、做好双招双引工作打响“开门红”。毛
溪浩、陈如根、汪宏儿、阮文静、沈昱、张俊杰
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活动。
此次集中开工的 24 个重大项目，包括
杭州西奥电梯智能工厂项目、春风动力年产
5 万台动力机车建设项目、杭州江潮电机有
限公司年产 120 万台/套高效率电机项目、杭
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5000
车位智能立体车库项目、浙江亿邦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通信传输设备和区块链计算
设备项目、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信息化项目、杭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二
期、微泰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胰岛素
泵、血糖仪及配套耗材生产基地项目等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17 个；兴
元路（顺意路—荷禹路）工程、临平老城区亮
灯工程、
“ 三路一环”110KV 电力管廊、未来
科技城第三幼儿园等交通基础、公共设施和
社会民生项目 7 个。本次集中开工进一步
凸显了我区全力优化投资结构的战略，突出
了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通基
础、公共设施、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的重大
投资，着力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
性作用。
这次签约的 15 个项目，有 9 个项目是科
技革命引领的热点产业项目，既有支撑互联
网生态的大数据云计算大脑项目“阿里巴巴
数据中心”，以朱位秋院士为核心的人工智
能项目，以及暾澜投资的区块链产业项目，

区领导参加今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又有打造生物医药创新链的贝达梦工厂项
目，中电海康军民融合示范区项目等。签约
项目中有高品质教育项目美国德州国际学
校，满足高品质消费的艺尚小镇三期瑞丽轻
奢街区、杭州世中界之项目（言茶）、杭丝集
团的时尚产业项目等，代表高品质生活的仁

和佳源快乐颐养项目，以及著名导演、制片
人张纪中主导的侠骨禅心文创项目等。此
外，长三角清洁能源产业园项目，国家信息
中心大数据融合发展创新基地项目，远大创
新 IC 研发、交易及供应链运营总部项目，杭
州仁和智能制造加速器项目等将为我区企

同植一片绿 共享蔚蓝天
区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周铭）春回大地
万物苏，植树添绿正当时。昨天是第 40 个
植树节，毛溪浩、陈如根、汪宏儿、阮文静、沈
昱、王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与干部群众一起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余杭增添
绿色，营造更加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
在东湖街道星河路和康泰路交叉口的
城市苗圃内，大家纷纷拿上铁锹，以三五人
为一组，挥锹铲土、扶树填土、踏土夯苗、提

水灌溉……各自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经过
大家的努力，共栽种榉树、浙江樟、浙江楠等
苗木 300 多株，绿化面积 2000 多平方米。
毛溪浩在活动中指出，绿化工作是区
委、区政府建设美丽余杭、改善生态环境的
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上
下联动、因地制宜，提高绿化覆盖率，优化绿
化结构，积极发展色彩林业，进一步提升我
区绿化、美化、彩化水平。结合“美丽余杭”

建设，按照全域景区化的要求，组织开展森
林村庄、森林城镇等评比，强化示范效应，打
造精品亮点，形成一路一景、一村一品。把
大力开展绿化造林与发展林下经济紧密结
合起来，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积
极打造政府主导、社会主体、各方参与的格
局，进一步拓展全民参与绿化建设的途径，
加强林业养护管理，
落实长效机制。

挥锹添绿 助力美丽余杭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李书畅） 昨日，区林
水局、区农业局、国土余杭分局等区绿化
与湿地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和来自全区
的各级劳模、先进代表等共 130 余人，前
往绕城西复线径山枢纽瓶窑镇西安寺村
茶叶试验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
行动助力美丽余杭建设。
在植树现场，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们有
的挥锹铲土，有的扶苗踏实，每个环节都
认真对待，大家协作分工，默契配合，不一
会儿，一棵棵树苗栽种好了。
据统计，当天共种植无患子、桂花、红
枫、榉树、樱花等树种 400 多株，新增添绿
化面积 3000 平方米。

学生毕业后有机会直接申请国际一流学校

模式：
美国百强学校+余杭名校
毕业后可申请就读国际一流大学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我区 2018 年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天意 ）
“目前五杭
集镇两个入城口和景观公园已经基本完
工，核心启动区块的立面整治也已基本
完工……”昨日，记者采访运河街道城建
办负责人潘民浩时，他正在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现场忙碌。五杭集镇是运河街
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最早开工的一
个集镇，据潘民浩介绍，过完年的第一
周，五杭就启动了整治工作，而运河街道
的其他两个集镇博陆、亭趾也随后跟上，
整治工作全面展开。
小城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
村，是城与乡的纽带。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是“美丽余杭”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对提高居民生活居质、改善城乡环
境 、加 快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将 起 到 重 要 作
用。在日前召开的全区城乡品质提升年
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会议中，市
委常委、区委书记毛溪浩指出，各级各部
门要对照目标计划，扎实开展城乡品质
提升年活动，为加快建设“五大余杭”，全
力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作出更大贡
献。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我区 2018 年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已经全面启
动。今明两年，全区将有 20 个小城镇迎

来环境综合整治，整治完将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据了解，在接受整治的这 20 个小城
镇中，有不少已经全面展开工作。瓶窑
镇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从 2017 年
6 月就开始了，经过多轮方案设计调整，
终于进入施工阶段。2018 年新年过后，
瓶窑的整治工作就已复工，并且各项整
治工作如立面整治、强弱电“上改下”等
已全面铺开。同时，瓶窑的三个新建项
目中，窑山公园和非遗博物馆这两大项
目已经开工建设；仓前街道于上周召开
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提
出了“提前开工、高效开工，重拳出击、建
管并重”的工作要求，确保到 2018 年底，
仓前街道的三个集镇整治项目圆满完
成；遵循着“规划引领、科学布局”的要
求，塘栖镇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重
点整治区为圆满路、广济路、人民路和古
镇 景 区 ，目 前 正 在 紧 锣 密 鼓 地 调 整 方
案。据了解，塘栖镇初步打算采用“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使得整治工作从设计
到施工更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亦可随时
调整不断优化，确保最终效果的更好呈
现。

党建引领

余杭世界领袖学校落户开发区
本报讯 （记者 杨嘉诚）昨日，在 2018
年余杭区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上，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
成功牵手德州国际领袖学校（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余杭第一所沉浸式三
语教学的国际学校——杭州市余杭世界领
袖学校正式落户开发区东湖板块。

业提供丰富的产业链配套服务。
毛溪浩在集中签约仪式上指出，余杭不
仅发展基础好，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在新起
点上，区委区政府谋划了“一三五”工作思
路，其中双招双引“一把手”工程是一项重要
抓手。此次签约项目领域广、品质好，项目

签约是双方洽谈成果的初步体现，仅仅是开
始，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加快前期工
作 进 度 ，加 快 项 目 落 地 ，确 保 如 期 开 工 建
设。要全程服务，树立开工、竣工、运行、后
续日常服务等工作永远在路上的理念，把全
周期、全过程服务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让
优质服务成为余杭重大的发展优势。要持
续推进，通过每季度一次集中签约活动，不
断向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优、领
域越来越广的方向努力。各级各部门要精
心组织实施双招双引“一把手”工程，为增强
余杭发展后劲夯实基础。毛溪浩强调，发展
是永恒的主题，相互信任是合作的开始，要
以签约为新的起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共同为余杭争当新
时代发展排头兵作出更大贡献。
陈如根在集中开工活动中指出，全区上
下要精准施策、精准服务、精准发力，确保项
目扎实高效推进。要以一流的精神状态加
快项目建设，进一步增强只争朝夕、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
止各类事故发生。要以一流的协调服务保
障项目推进，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理念，
凝聚攻坚合力，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服务保
障，深入推进项目投资审批“最多跑一次”改
革，全力以赴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要以一流
的进取意识抓好项目储备，进一步加大双招
双引力度，聚焦产业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
保、民生保障、城市国际化等重点领域，谋
划、招引、储备一批“大好高”项目，为加快构
建现代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据介绍，世界领袖学校美国团队——德
州国际领袖学校在 2017 年《华盛顿邮报》全
美最具挑战学校排名中，被评为 2 万多所美
国高中的百强学校，其独有的英语、西班牙
语和中文沉浸式三语教学，领导力课程以及
中华传统文化等特色得到广泛认可，曾多次
得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及其家族、沃尔玛家
族继承人全球女首富爱丽丝·沃尔顿等多位
政经界名人的高度赞赏。

此次签约的余杭世界领袖学校项目拟
选址地块位于东湖板块科创教育区块，预计
总投资为 7 亿元。学校涵盖小学、初中及高
中学段（1-12 年级），以 24 人小班制教学，
共开设 70 个班，学生满员人数可达 1680
人。
深耕中国基础教育，余杭世界领袖学校
将融合世界领袖学校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
和办学管理经验，
（下转第 2 版）

助力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上市企业党建工作掀起
“头脑风暴”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近日，一场别
开生面的上市企业党建座谈会在我区党
员服务中心举办，
我区多家上市企业有关
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
平台、镇街相关负
责人以及区发改局金融办有关负责人集
聚一堂，掀起上市企业党建“头脑风暴”，
为上市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
振出谋划策，助力我区进一步打造“党建
强、
发展强”
的上市公司示范集群。
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重要力量。上市公司是非公有制

企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是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的主力军，目前我区现有上市公
司 21 家，更有 40 余家上市培育企业。
三个小时的座谈会上，来自老板电
器、贝达药业、微光电子、铁流股份等企
业与会人员对企业的党建工作进行分
享。比如老板电器每两周召开一次“党
政联席会”，党委、党员群策群力做决策；
贝达药业加强对研发人员的引导，助力
技术攻关；微光电子积极打造“学习型党
组织”，
（下转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