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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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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未来

未来科技城积极响应“六大西进”
为西部四镇搭建对接平台

未来科技城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着眼
快落实、强监管、优服务

眼下，余杭正在推进
“六大西进”工作，涵盖人才、教育、卫生等六方面的内容，将逐步向西部镇街输入。作为我区重要的产业平台，未来科技城主动发挥平台作
用，积极组织企业到西部镇街实地走访，助推西部产业发展。近日，一支由投资机构、孵化器、企业等组成的 20 余人的队伍来到百丈、黄湖两镇考察，对于西部乡镇
的优美环境赞不绝口，
同时也对在这里投资、创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了解，此次实地走访，是未来科技城积极响应
“六大西进”所组织的第二次集中活动，也是未来科技城对接西部镇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冯丹
特色文创街区地处好竹意小镇的核心区
微信工作群，我们会就一些招商、定位、
勤） 为加大我区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余
块，2 公里长的街区内，聚集多个国内文
政策方面的问题向他们咨询。”百丈镇副
杭地方城市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步伐，
创大师工作室，并配套高端酒店、民宿、
镇长王弋对于未来科技城能为他们与投
积极展示余杭投资资源，拓展西部乡镇
城市客厅、咖啡厅等多种业态，成为集文
资机构、企业搭建这样一个对接平台而
招商途径，推进城西产业发展，未来科技
创、旅游、教育、医疗等为一体的多功能
感到高兴，他说，
“3 月份，未来科技城组
城组织开展了此次西部百丈镇、黄湖镇
文创产业集散地。
织过一次对接会，效果非常好，已经有 2
产业对接专题推介会。历时近 40 分钟，
这个山清水秀的“天然氧吧”，激起
家投资机构和 1 家企业和我们达成了初
从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开到百丈镇的大巴
了考察团成员们的浓厚兴趣。来自梦想
步合作意向。”
抵达目的地。未来科技城招商局组织的
小镇孵化器纵贯会的负责人吴洁，看到
下午三点左右，考察团队又转战黄
20 余家投资机构、孵化器、企业等，实地
这里的环境与文创、电商等产业定位非
湖镇。黄湖同样风景秀丽，而在产业定
感受西部创业、文化、旅游氛围。
常契合，不断向百丈镇相关负责人询问
位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街道负责人重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镇重
该区域的招商政策、扶持力度等。她说：
点介绍了他们的义孟坞翠竹民俗区块，
点打造的好竹意小镇。”百丈镇工作人员 “我们都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百
那里有 400 亩农用地、近千亩低缓林地可
一边带着考察团沿着马路参观园区，一
丈这里肯定有发展潜力，我们很看好这
供开发。
“ 这里挺适合做养老项目的。”
边介绍起小镇的特色。百丈的市级特色
块地方。”
“这里的环境确实好，我们下次会自己再
小镇好竹意小镇总面积 3 平方公里，溪口
“未来科技城很早就与我们建立了
过来进行一个深入了解，希望有机会合

作。”对接会结束后，不少企业与乡镇负
责人都互加了微信。
未来科技城招商局金融服务中心主
任周林伟告诉记者：
“西部这些镇都有非
常好的资源，只是有时候信息不对称，而
导致他们得不到优质企业的关注。通过
这样的对接，既能为西部乡镇带来优质
资源，同时也能够帮助未来科技城孵化
成功的企业实现产业化找到空间。”据了
解，此次实地走访，是未来科技城积极响
应“六大西进”所组织的第二次集中活
动，也是未来科技城对接西部镇街活动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他们
将把实地走访活动做到常态化，并推进
产业、土地、空间等资源的多方面对接，
持续助推西部产业发展。

梦想小镇又“诞生”一个创业项目与资本对接的交流平台

麦田路演季第一期成功落下帷幕
近日，由麦腾连力空间主办，连
力资本、麦腾股份，南方梦立方、马达
加加、
《创业与投资》新媒体节目组、
3F 咖啡、大格资本联合主办的“麦田
路演季”——第一期在杭州未来科技
城梦想小镇成功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本次活
动的负责人——来自麦腾连力空间的
运营总经理庞永平表示，路演季活动
的目标是为梦想小镇内创业项目对接
资本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为优秀创业
项目提供与资深投资人深度交流的机
会，从而达到创业项目与投资方的合
作共赢。
活动中，梦想小镇内包含信息科
技、智能机器人、新零售、大数据、教育
培训等领域的十二个项目参加了路
演，并邀请到普渡资本投资总监葛雨
飞、麦腾创投高级投资经理曹俊、连力
资本投资总监黄文弢、常春藤资本副
总裁薛玉梁等十三位资深投资人作为
点评嘉宾，
吸引了 200 余人出席。
记者在现场看到，
“ 麦田路演季”
以路演的形式使创业项目在活动中充
分展示自己，每个创业项目有十分钟
的展示时间及五分钟的投资人点评时
间，企业在展示创业项目的同时获悉
投资人以及最新的产业需求，在投资
圈增加了项目的知名度。同时，通过
投资人对项目的点评，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创业项目盲目发展的可能性。
所有项目展示完毕后，投资人以赠与
“约谈令”的形式与其想要深入了解的
项目作进一步交流，每位嘉宾最多可
选择三个项目进行深度了解。
最终，本次项目路演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12 个创业项目中有 8 家与投资
机构达成合作协议，智能机器人项目
——纳博特更是得到了本次活动七位
资深投资人的认可，对其发出了“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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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前街道：

第一批垃圾分类宣讲员
4月底
“上岗”

纳博特智能机器人项目负责人正在作路演分享

路演现场座无虚席
令”。
据悉，纳博特基于自主研发, 针对
工业机器人市场推出了机器人大脑、
机器人控制器、机器人视觉系统和机
器人力觉系统。其中，机器人大脑作
为国内唯一多机协作系统，基于 Ether⁃
CAT 总线，控制多达 64 轴联动，极大降

低了产品成本，有效提升了协作效率
和生产节拍。目前已经有上百台搭载
纳博特控制器的机器人在工厂环境运
行，产品品质和性能得到客户认可。
纳博特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很高兴能参与此次路演。
本次活动不仅为创业者对接到合适的

投资人，为投资人找到有发展潜力的
创业项目，也为创业者与投资机构搭
建了一站式服务平台。
此外，青柠智云、奇熊工坊等项目
也获得了与数家投资机构进行深度交
流的机会。不仅如此，多家自行报名
参加麦田路演季的基金与项目也在本
次活动中互相认识，
进行交流。
“在多方努力下，麦田路演季第一
期成功地搭建了创业项目与资本对接
的交流平台。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路演
活动尝试，反响非常不错。以后我们
会联合梦想小镇的其他孵化器，把路
演活动常态化地做下去，让更多优秀
的创业项目通过我们能够与投资人深
度交流。”庞永平向记者表示，
“ 一直以
来，麦腾连力空间以‘为梦想小镇的创
业项目提供有温度的服务’为宗旨，希
望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够给他们
带来更好的发展。”

一看二听三分析 各抒己见 献言献策

余杭街道组织人大代表督查两个改建校区
本报讯 （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
孝东） 4 月 11 日下午，余杭街道人大工委
组织辖区内的 8 名区人大代表，分成两
组，对街道的两个校（园）区提升改造项
目进行督查，并提出了合理化的意见和
建议。
当天，8 名区人大代表分别走进余杭
街道太炎小学城东校区和南湖幼儿园上
文山分园，实地察看正在改造装修工程
的质量与进度，集中听取了余杭街道教
育卫生科关于太炎小学城东校区、南湖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4 月 13 日，杭州未
来科技城 2018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总结暨
第二季度工作布置会议在梦想小镇召开。会议
通报了一季度产业项目安全管理组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
以及二季度的相关工作布置。
一季度以来，在消防、安监、住建、城管、市场
监管、属地街道以及未来科技城等单位的共同努
力下，未来科技城区域安全生产工作总体基本平
稳。截至目前，共出动安全生产检查 50 余人次，
开展排查治理单位 25 家次，整改隐患 105 多项。
进入二季度，未来科技城将在推进当前安全生产
工作中，注重以实效为考量，快落实、强监管、优
服务，不断加大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力度，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促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持安全生产工作良好
的发展势头，确保未来科技城区域范围内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
杭州未来科技城党工委委员、创新经济促进
局局长陆建友表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只
有各安全责任单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未来科技
城才能稳定、快速地发展。接下来，未来科技城
将会同安委会一办五组、属地街道、质监安监、消
防大队等部门一起凝心聚力、同向同力，切实抓
好当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
此外，会议还组织相关单位签订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目标任务书，区住建局、仓前派出所、区
消防大队分别就安全施工、治安消防等方面向参
加活动的科创园区、产业项目工地负责人作了培
训介绍。

幼儿园上文山分园改造装修工程的情况
汇报，并就当前和将来的教育资源配置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外来务工
子女的急剧增加，以及二孩政策的出台，
余杭街道的就学问题形势严峻，加强教
学资源的配置迫在眉睫。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余杭街道经过慎重考虑，并经
余杭区教育局同意，决定今年对原余杭
区农民技术学校进行改造，作为太炎小
学城东校区；租用上文山社区用房进行

改造，作为南湖幼儿园上文山分园。
据了解，新改造的太炎小学城东校
区建筑面积为 10675 平方米，项目完成后
为 18 个教学班的全日制小学，于 3 月 1 日
进场施工，计划在 6 月 30 日前竣工。南
湖幼儿园上文山分园建筑面积为 3390 平
方米，项目完成后为 8 个教学班的全日制
幼儿园，于 3 月 1 日进场施工，计划在 7 月
底前完成施工。
通过一看二听三分析，人大代表各
抒己见，献言献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一要倒排时间，加快改建工程的进
度，确保两个校（园）区在今年 9 月 1 日开
学交付使用。二要保证质量，按现代化
设施设备安装、校园环境提升，尤其在施
工、设备采购上做到绿色环保，为孩子们
提供一个绿色安全的学习环境。三要加
大对教师的培育引进，向两个校（园）区
输送一定比例的优质名师，同时完善教
师队伍激励政策，既要留得住人，更要留
得住心，
合力打造
“学在老余杭”
的品牌。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陈文钟 沈文
静） 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要靠大量的宣传发动，
近日，仓前街道就从各村（社区）、学校分管城管
卫生的工作者、教师当中甄选出了第一批垃圾分
类讲解员，
并为他们安排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
仓前街道第一批垃圾分类讲解员共有 30 名，
街道城管中心与仓前成校联合组织开展培训。
成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 这次培训目的是让这批
骨干学员用实际行动去影响身边的人，为各自村
（社区）居民、学校学生宣讲，让更多的人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培训中，区城管局专家讲解了农村垃圾的分
类与治理、厨余垃圾的回收利用；杭州市绿色环
保专家就城市垃圾作了讲座，生动形象的课程提
高了学员的兴趣。大家不时在本子上记录重点
和难点，并在课后与专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
讨。
此次垃圾分类宣讲员培训分为三次理论系
列培训和一次实践参观学习，计划在 4 月底前收
尾。届时，这批学员将赴自己的校园与村社，为
学生与居民宣讲垃圾分类，让大家携起手来，为
生态文明建设尽绵薄之力。

五常街道：

开展教职工心理健康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陆佳婧） 近日
晚上，五常街道中心幼儿园西溪雅苑园区多功能
厅被坐得满满当当，不少人正埋头记着笔记，还
有不少人一边听一边不停点头，
颇有共鸣。
这是五常街道举办的教职工心理健康培训，
五常幼儿园、五常成校的 200 余名教职工参加了
培训。
“幼儿期是人生心理成长的关键期，作为幼
儿园教职工，他们的言行对孩子成长会起到很大
影响。”五常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郎情樱告诉记者，
现在提倡的健康余杭，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也非常重要。希望通过这样一次讲座，提高教职
工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更新教育观
念，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学会心理调适，掌握
适当的方法，解决心理、情绪等方面的问题。
讲座专门邀请了著名临床心理学博士徐清
照，他专业研究临床心理治疗、科学家庭教育、儿
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治疗。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
例，徐博士让学员们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据了解，这次心理健康培训将是一个开端，
接下来，街道计划在中小学教职工、家长中进行
普及，为学生营造温馨、愉悦、幸福的情感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