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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党员轮训 吸引上千人次参与

■ 创·未来

未来科技城全力打造
创新创业高地特色党建

未来科技城：

4

三八妇女节活动多

近日，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两新组织党员集中轮训动员大会在杭州师范大学恕园七号楼报告厅举行。此次党员轮训采用“线上+线下”的形式，吸引了
1500 多人次参与，来自未来科技城两新组织的党员及辖区企业家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张孝东） 3 月 9 日，未
来科技城（海创园）工会携手妇联组织全体女职
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
“三八”
活动。
女职工们平时忙碌在工作岗位上，这次趁
“三八”妇女节到南浔的多个景点游玩。每到一
处，大家都兴奋地合影留念，还通过微信发朋友
圈，与亲朋好友分享。
“ 平时工作挺忙的，能有这
么一次放松的机会实在难得，管委会有心了。”大
家对于这次短暂的出游都非常开心。
在美丽的南浔古镇，女职工们还进行了第二
届“世界因你们而美丽·毽美比赛”。
“在旅游风景
区里开展比赛，我还是第一次参与，很有趣，也很
难忘。”第一次参加工会活动的员工对于这种形
式表示十分惊喜。
除了让女职工放飞心灵，梦想小镇工会和梦
想小镇妇联还邀请钱爱仁堂为小镇女性创业者
带来关爱女性健康养身小课堂。在章太炎故居
大讲堂，钱爱仁堂国药馆馆长、中国资深中医师
正为小镇女性创业者进行健康讲解，从把脉、中
医养肝等方面，普及关爱女性健康的知识。
“在这边工作和创业的大部分女性，都有一
些身体上的小疾病，像我就是肩膀这里经常会酸
痛。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对自己身
体的了解和帮助。”
小镇创客李娜说道。
此外，钱爱仁堂还组织小镇女性学习养筋功
法并进行体验推拿，
以及趣味竞技活动。

省委党校邱魏教授为党员们上党课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李校
成） 本次轮训大会邀请到华立集团董
事局主席汪力成作为开班导师。
“作为企
业，关键是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汪力
成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创业经验，紧紧
围绕“十九大精神进企业：不负新时代·
奋斗再出发”的主题，带领大家领悟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
且深刻的党课。
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参会党员认真
做好笔记，线上听课的党员积极留言。
“汪总的这堂课讲得十分生动，我一边听
一边还记了不少笔记。”拎包客创始人华

杰表示听完课后受益良多。他告诉记
者，
“汪总在课上提到作为企业要顺势而
为，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们现在做的项
目创业方向不错，而且我们对中国未来
的发展很有信心，接下来，我们要在发展
中抓住机遇。”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两新工委下设
海创园园区党委、梦想小镇党委、华立集
团党委，共包含 67 个二级支部，正式党员
1361 人，预备党员 18 人。未来科技城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开展两新党员培
训，是为了切实发挥党对高科技企业、初
创型企业、成熟型企业和各类人才的政

治引领、政治吸纳、政治凝聚作用。”
本次培训除了邀请省委党校专家教
授专题讲授“十九大精神深刻内涵”外，
还安排了“书记大讲堂”
“ 青年创业座谈
会”等多项两新党员活动。其中“书记大
讲堂”邀请了晟元芯片党支部书记罗洪
昌，未来科技城联合第一党支部书记、优
橙科技 CEO 何信剑，卖好车党支部书记
李研珠，睿沃科技党支部书记王琦，分别
为大家上党课，并与参会党员分享了各
自的创业故事。
接下来，未来科技城（海创园）两新
工委还将继续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这条主线，找准“群众所
急、党政所需、群团所能”的结合点和切
入点，用党的政治优势引领群团组织更
好地发挥作用，重点要做好突出思想政
治引领、强化组织引领、聚焦工作引领，
扩 大 组 织 有 效 覆 盖 ，凝 聚 创 新 创 业 人
才。同时，遴选区域内创业有成的企业
人才以及邀请专家、学者、优秀党员成立
创业导师智囊团，开展每周一次的“导师
带徒”
“良仓三人行”等活动，定期为区域
内的创业项目把脉问诊，理清发展脉络，
在未来科技城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打
造特色党建。

余杭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未来科技城企业
亮相 2018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3 月 8 日，2018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AWE）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杭
州未来科技城梦想小镇入驻企业“方得智能”在年初从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凯旋
后，
这次又凭借新产品——
“爱芽智家智能音箱”精彩亮相 AWE 展。
作为与德国 IFA、美国 CES 比肩的全球三大家用电器与消费电子展览会之一，AWE 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上
百家知名家电和科技品牌参与，尖端科技和产品层出不穷。在 AWE 既能预见未来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和潮流趋
势，
又有实实在在走进我们生活、提升幸福感的尖端利器。

■ 新闻集束
余杭片各街道：

纷纷开展春季招聘会
帮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张孝东 通讯员 金昌
才 汤 葛 月 人 胡 炳 华 陆 佳 婧 钟 佳 菲 沈 跃）
近日，由余杭街道办事处主办，余杭区惠助社会
服务中心承办的 2018 年春季劳动力招聘会，在宝
林广场热闹登场。在半天时间里，吸引了 3120 名
求职者前来应聘，最终有 573 人达成就业意向。
从应聘和达成意向的数据来看，需求量最大的三
个行业是制造行业、服务行业和餐饮行业。
闲林街道也于近日举办了 2018 年“春风行
动”大型招聘会，涉及岗位 1900 余个，前来参会的
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应届毕业生等各类求
职者达 1600 余人，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500 余人。
中泰街道 2018 年春季劳动力招聘会也在中
泰文化广场如期举行，现场的用工企业和求职人
员挤满了整个广场。截止招聘会结束，已有 300
余人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求职意向。
五常街道春季人才招聘会也吸引了来自五
常街道及周边的百余家企业，各家单位纷纷亮出
优惠条件吸引求职者，有些企业甚至推出了年薪
50 万的优厚条件。
仓前街道春季人力资源招聘会，在未来科技
城国际会议中心进行。此次招聘会吸引了万科、
绿城、沃尔玛等知名企业，将近 400 人达成初步就
业意向。
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招聘会，或者没有找到
适合自己的岗位，没关系，3 月 16 日，未来科技城
管委会人才服务中心将联合区人力社保局、猎聘
网、杭州就业网等机构，举办杭州未来科技城
2018 春季大型招聘会，
就等你来。

爱芽智家智能音箱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近日，记
者就来到方得智能设在梦想小镇的运营
和研发中心。
在办公室里，方得智能联合创始人
王为松向记者介绍了爱芽智家的设计理
念，
“ 在科幻片中不难看到这样的场景，
人类通过人工智能助手迅速获得所需信
息，答疑解难，它也能管控智能家居，成
为虚拟家庭管家。或许今后，方得智能
能将这一场景变为现实。”一边说着，王
为松一边向记者演示了其在语音交互过
程以及在连接智能家居上的功能应用，
“在家居生活中，从进门开始，通过智能
摄像头的人脸识别功能，自动检测人脸，
无需伸手，即可自动打开房门。门磁感
应器感应到有人进入，智能灯会缓缓亮
起，窗帘也将自动拉开。用户通过爱芽
智家，用语音交互来操控屋内的照明、窗
帘、扫地机器人、加湿器等家电设备。在
离开家门后，也可以用手机 APP 爱芽随
时查看家中情况。”
事实上，方得的这款智能音响，它的
功能远不止如此，音频内容播放，查询周

客商参观方得智能展厅
边公共设施，路况、火车机票和酒店预
订，餐厅查询和预订，快递追踪和下单以
及周边生活 O2O 等很多居民日常生活中

常有的需求，都在这个高科技音箱上展
现得淋漓尽致。
“用户只需要在手机上装载一个

APP，就能远程操控家庭设备。无论是被
动响应的请求，还是主动的服务建议，爱
芽都会通过 APP 推送到用户的手机上，
给他们最及时的反馈和最安全、最安心
的保障，也可以让他们亲身感受快捷、优
质、懂得关怀的智能家居品质生活。”王
为松说。
记者了解到，杭州方得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5 月，一直深耕于
打造智能、流畅的语音交互产品及运营
语音入口上的商业技能和服务。作为一
家坚持核心技术驱动业务创新的人工智
能公司，目前，方得智能坚持在语音、语
义的识别理解及多轮多任务决策等核心
技术上进行自主研发，并在一些关键领
域实现了领先国内外的技术优势。
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目标，王为松
表示，通过独有的多轮交互技术、动态决
策能力、软硬件结合和多场景联动，方得
智能的最终目标是将人工智能落地到广
大的移动、车载、家居场景中，让人们通
过爱芽感受到真正便捷、智能、优雅的美
好生活体验。

余杭街道：

对文化市场进行
全方位、地毯式执法检查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金 昌 才 记 者 张 孝 东）
日前，余杭街道组织文体中心、余杭文化市场执
法中队的相关人员，兵分两路，对辖区内的 17 家
文化市场进行全方位、地毯式的执法检查，确保
文化市场安全、文明、有序。
当天，检查人员走进了艾上、登上、毛线球、
极至等 14 家网吧和凡人屋、新华书店、祥和书店
3 家书店，对证照是否齐全、上网是否实名登记、
是否有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
是否畅通等，一家一家地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并
登记备案。
据悉，余杭街道对文化市场每月至少进行一
次以上的明察暗访，对可能发现的问题提前给予
指出。各文化市场的负责人高度重视，按照相关
的规定，落实具体的措施，将安全、文明放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从当天的突击检查的情况来看，没
有发现问题和安全隐患。接下来，余杭街道将保
持对文化市场的检查频率不减、力度不减，明察
与暗访结合，确保所有文化市场的安全、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