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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溪浩专题研究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时指出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推进重点项目提速提效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邵
锦)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毛溪浩专
题研究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他指出，要坚
持项目为王，进一步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确保力度再加大、进度再加快、成效再明
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祝振
伟、於卫国、陈夏林等参加会议。
毛溪浩一行实地踏看乔司至东湖连
接线工程项目现场、杭汽轮年产 450 台
（套）工业透平机械建设项目，随后举行座
谈会，听取 1—5 月全区重点项目推进情
况。2018 年，全区共安排项目 677 个，总
投 资 2424.25 亿 元 ，本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537.05 亿元，1-5 月累计完成投资 123 亿
元，已开工 372 个，开工率 54.99%。为进
一步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充分发挥投资对
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我区精心

组织申报实施各级重点项目。目前，我区
有 3 个省市县长工程（另有 2 个已增补上
报）、5 个省“4+1”项目、11 个省重点项目、
4 个省重大服务业项目、6 个省重大工业
项目、65 个市重点项目列入省市重大项目
计划，省、市重点项目数量居全市第一。
毛溪浩指出，有效投资是党委政府直
接抓经济工作的重大抓手。今天的投入
就是明天的产出，有效投资是经济发展的
牛鼻子、发动机、源头水，是经济稳定增长
的支撑，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载体。要立
足“追求高质量 争当排头兵”、推进供给
侧改革，深刻认识有效投资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重视扩大有效投资工作。
毛溪浩强调，要坚持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扬优势，进一步抓好重点项目建
设。要抓谋划，滚动做好新一轮项目前期

工作，结合创新平台、双招双引、基础设
施、城乡建设、民生事业等领域，深入做好
项目谋划工作，为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
项目。要抓重点，瞄准重点平台、重点领
域、领导联系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活
动，提振有效投资，不断浓厚“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的氛围。要抓进度，紧扣审批、
落地、开工、建设、竣工等时间节点，倒排
计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
进度。要抓协调，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协
调、精准服务，切实做好供地、征迁、审批、
供电、配套等工作。要抓机制，完善计划
推进、责任体系、动态管理、分级协调、督
查考核等机制，着力推动前期项目早开
工，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毛溪浩指出，要切实加强对重点项目
建设的保障。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到精力

上倾斜，攻坚上突破，联系上深化。要加
强要素保障，部门要主动对接平台、镇街，
积极向上争取指标，加强土地要素保障，
重点支持产业发展；强化人才保障，外引
内育相结合，加强平台力量配置；更加注
重做好资金筹措和保障工作，创新融资模
式，拓宽融资渠道，全力保障政府性投资
项目资金需求。要加大改革力度，结合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在企业网上服务平台、承诺制审
批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打造成本最低的创业创新环境。要增
强各方合力，实施清单制、销号制，优化部
门服务，进一步营造合力推进项目建设的
浓厚氛围。要落实工作责任，发扬钉钉子
精神，进一步加强督查考核，确保工作落
实落地。

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余杭赛区火热开赛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王珏） 昨
天，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
大赛余杭赛区在临平剧院拉开帷幕。
来自浙江、四川、江苏、广东、湖南、上
海、江西、贵州、云南、重庆、福建、湖
北、广西等地的 40 个节目将在两天内
同场角逐。今晚，我区参赛节目杭摊
《夏母训子》将亮相舞台。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性曲艺艺
术专业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已连
续评选九届。按照曲种特点和地域特
色，本届牡丹奖共设 4 个赛区，即浙江
慈溪赛区、浙江余杭赛区、安徽合肥赛
区和山西长治赛区。其中，余杭赛区
为南方鼓曲唱曲、南方小品类，包括 4
场比赛、1 场巡演、1 场汇报演出暨“送
欢笑”惠民演出。
昨天举行的两场比赛中，四川清
音、彝族阿细大三弦弹唱、侗族琵琶
歌、南音、湖北大鼓等曲种竞相登台，
参赛者们使出浑身解数，联手为观众
打造了一场曲艺盛会。
此外，姜昆、黄宏、翁仁康、王汝
刚、闫淑平、种玉杰、刘忠虎等名家也
将通过创作、表演、助演、担任评委等
形式参与到大赛中，
可谓群星闪耀。

市人大常委会来我区
开展学前教育相关条例
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昨天，杭州市人大
常委会来我区开展学前教育相关条例执法检
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跃敏，区领导汪宏
儿、屠冬冬、许玲娣等参加检查。
于跃敏一行实地察看了金都夏宫幼儿园、
南苑街道中心幼儿园红联分园，观摩幼儿课堂
教学，检查教学、生活设施，并详细了解师资、
生源、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情况。
截至 2018 年 2 月，我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幼儿园 123 所，在园幼儿总数为 61102 人，本区
户籍 3-5 周岁幼儿入园率达 99.8%，等级幼儿
园在园幼儿覆盖率达 99.8%，优质学前教育覆
盖率（省一级、省二级园）为 74.6%；幼儿园专任
教师资格证持有率、园长上岗证比率和教师学
历合格率均达 100%。
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学前教育布局规
划，拓展教育资源总量；加大财政投入，健全经
费保障机制；加大倾斜力度，稳定优化幼儿园
师 资 ；完 善 管 理 机 制 ，提 升 学 前 教 育 整 体 水
平。根据规划，2018-2020 年全区将投入 8.7 亿
元建设资金完成 20 个幼儿园建设项目。
接下来，我区将推行普惠性民办园扶持管
理，建立科学的成本分担机制，着力开展薄弱
园攻坚行动，提升全区学前教育整体水平。

余杭再获市区、县（市）
创新发展专项考核优秀

瑶族铃鼓《歌堂夜》

区城管局开启“数据城管”新时代

杭城首个违停智慧提醒类系统投入实际运用
提醒车主十分钟内纠正违规行为 提供 500 米范围内停车场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陈轶东 通讯
员 朱燕红） 昨日，
在临平街道邱山大街办
事的陈先生收到了一条
“新鲜”
的短信：
“您
的机动车停放位置处于违停区域，
请于 10
分钟内驶离，否则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处理。距离您 500 米内的梅堰路北段停
车场有 10 个空位。
”
原来，
陈先生临时把车
辆停在了人行道上。收到短信后，他立即
赶到停车点，并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停车
点位上。
记者了解到，这是区城管局推出的
“数据城管信息化违停查处系统”。
“ 我们
城管执法队员只要拿着‘手持执法终端’，
对车辆拍摄一张‘正脸照’，系统就会自动
跳出该车辆的信息，经系统后端向车主发
送一条短信，提醒车主十分钟内将车辆驶

离现场，并提供 500 米范围内的停车场信
息。”区城管局临平中队队员徐少良介绍
道，
“ 对十分钟后依然未驶离的车辆将会
生成一张电子违停车单告知违停车主，且
每月提醒一次。”这是杭州市首个违停智
慧提醒类系统投入实际运用。精准信息
的定位，点对点短信自动发送，车牌自动
录入，靠的是手持执法终端与城管大数据
库。6 月下旬将在余杭区全面铺开使用。
据悉，从 5 月下旬系统试运行以来，
在试点路段总共提醒违停车辆 646 辆次，
教育提醒后车主自动驶离 303 辆次，占总
量 46.9%。
“‘数据城管信息化违停查处系统’10
分钟的提醒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城管队员的工作量，但通过短信提醒的

方式，给违停车主纠正的机会，达到了执
法的初衷，实现了非机动车道畅通，提升
了车主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区城管局
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信息化团队，立足于
余杭区城市管理工作，打通已有的智慧管
理系统，实现数据整合，努力打造一套适
合于本地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数据城管”
信息指挥系统。通过这套指挥系统，可以
实时了解到全区城市管理的工作运行状
态，通过大数据分析城市管理热难点问
题。下一步，将不断的完善“数据城管”系
统，将综合执法、垃圾监管、渣土监管、犬
类管理等城市管理工作纳入第一期“数据
城管”信息系统，推动城市实现智慧化的
管理。

打算买新能源车的市民要留心了

不是所有车型都能申领
“浙 A”牌照
本报讯 （记者 吕波） 要买新能源车
的市民朋友请注意了，昨天开始，有些新
能源车不能直接申领
“浙 A”牌照了。
记者从区交通部门了解到，工信部近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
（2018 年第 30 号），其中明确：
“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2017 年第 1-12 批及
2018 年第 1-4 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
荐车型目录》废止。”

晨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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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规
定》：
“ 新能源车，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所列的小客车及进口纯电动车。因此，自
昨天起，杭州市可直接申领其他指标的新
能源车为列入工信部 2018 年第 5 批及以
后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
录》所列小客车和进口纯电动车。
不过，今年 6 月 11 日前购买新能源汽

车并开具购车发票，且相应车型符合原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
仍可在 7 月 11 日前，申领杭州市新能源小
客车其他指标。6 月 12 日之后购买上述
车辆将不能直接申领杭州市新能源小客
车其他指标。
记者昨天查询工信部公告发现，大家
比较熟悉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品牌，如比亚
迪、众泰、吉利等，都在最新的推荐车型目

录中出现，具体情况大家查询“余杭交通”
官方微信号。
区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在购买新能源
小客车时，要认真核对所购、所售车型是
否符合直接申领本市小客车指标标准，避
免造成不必要损失。如果您还有疑问，可
电话咨询 0571—89163930 或者到办事处
（余杭区市民之家二楼 F 区交通运输局
17—21 号窗口）了解详情。

本报讯 （记者 沈黎勇） 昨日，市国高企
培育认定督查余杭专场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国
高企培育认定工作情况汇报，对余杭发动早、
布置周密，科技政策力度大、部门协同形成合
力表示充分肯定，认为我区国高企培育认定工
作走在了全市前列。会议还通报杭州市区、县
（市）创新发展专项考核结果，余杭区再次获得
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区委常委、副区长王志强汇报我区国高企
培育认定工作情况。余杭建立了从企业“孵化
期”到“初创期”再到“发展壮大”的全生命周期
的服务链条，已成长起一批有竞争力、有创新
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特别是近三年来，
我区年均新增“国高企”突破 100 家，享受政策
的“国高企”数量从 2015 年的 338 家增至 2017
年底的 557 家，居全省各区县第二位。今年，全
区已有 163 家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网上完成注册。
我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到 2020 年，
“ 国高企”完成杭州市下达的
1090 家任务，力争 1145 家。在举措上，余杭不
断加大改革力度、释放政策红利，推出“科创新
政十条”，对新认定、引进的国家重点支持领域
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 60 万元奖励。对省级
以上研发机构、科技进步奖、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国家重点支持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等 245 家企业
和 18 位创业创新人才进行表彰奖励，共发放奖
励资金 14490 万元。
（下转第 2 版）

下陡门排涝泵站
明年汛期前启用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金昌才）
余杭街道永建圩区位于东苕溪主流南苕溪下
游段，是东苕溪重要的非常滞洪区。因为圩区
原有的排涝泵站年代久远，设施落后，无法满
足防汛需求，从去年底开始，余杭街道着手建
设新的下陡门排涝泵站，保障片区防汛安全。
在排涝泵站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整个排
涝泵站雏形初现，外围混凝土围堰已经浇筑完
成，工人们正在对主体泵房的墙面和内部设施
进行施工。
“ 主体土建部分已经完成工程总量
的 65%，接下来就是泵房施工，还有金属设备
和水泵也会陆续进场安装。整个广场计划于
2019 年 6 月主汛期之前完工。”余杭街道农业公
共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峰向记者介绍道。
据悉，新的下陡门排涝泵站位于永丰港
上，距离中苕溪 300 米。整个泵站共有 6 台立
式轴流泵，设计总排涝量每秒 30 立方米，总装
机流量 2400 千瓦。设计以永丰港上的洪桐村
作为泵站调度运行的控制点，当洪桐村水位高
于 2.7 米时，关闭闸门，开启下陡门排涝泵站，
并视降雨强度逐步加大泵站流量，以尽可能将
圩区积水排入中苕溪。
对于泵站建设带来的社会效益，李林峰介
绍说，圩区内有良田近 4 万亩，工业园区和农业
休闲园区等单位企业 150 余家。下陡门泵站的
建成，将进一步完善永建圩区排涝格局，提高
区域内的防洪减灾能力，提升永建圩区的排涝
能力，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