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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新城：拓“公园版图”增“城市绿量”
东湖公园已全景亮相 翁梅公园正加紧建设 体育公园预计 8 月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 王珏 通讯员
虞倩） 公园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是
城市品质的重要体现。今年，临平新城深
入推进公园建设，打造高品质的城市生态
公园，提高城市品质和居民的幸福指数。
在临平新城核心区域、沪杭高铁余杭
站的北侧，
“ 城市绿肺”东湖公园已经全景
亮相。公园总用地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新
开挖湖面约 10 万平方米，为市民送上集生
态功能、旅游功能、文化休闲功能于一体的
城市绿色空间，同时还承担起临平区块的
蓄水排涝功能，助力海绵城市的打造。
白天景致迷人，当太阳落山后又是另
一番流光溢彩、涟漪斑斓的景象，吸引不少
市民来此“打卡”，散步、慢跑，欣赏城市生
态风光。
“来到这里很放松惬意。”家住南苑
街道的高先生有空就来东湖公园走走，
“逛
公园”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像东湖公园这样还绿于民、还景于民、
还空间于民的生态公园项目，正在临平新
城拔地而起。临平新城南区块的翁梅公园
正在加紧建设，将成为户外健身、生态花海
体验、中心湖面、草坡、城市驿站、健身步
道、疏林草地等元素的集合体。值得一提

“城市绿肺”东湖公园位于临平新城核心区域
的是，承载着“希望、爱情、美满、团圆”等美
好寓意的绣球花主题公园也将亮相其中。
位于星桥街道太平社区环线内的体育
公园，也将成为临平新城的“公园版图”上

的新成员。记者了解到，公园预计今年 8
月完工，设有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高尔
夫、棒球场、自行车、科技体育等多种运动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杭州市最大的体育公

园。
“ 不同于以竞技为核心内容的体育场
馆，体育公园将重点为新城及周边地区市
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丰富市民生活。”项
目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瓶窑农机大户勇夺插秧技能竞赛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周铭 通讯员 李方
荣） 随着一声令下，一字排开的 10 辆水
稻插秧机冲进稻田，不一会儿，每辆插秧
机的背后就留下一行行水稻秧苗。这是
记者昨日在余杭区水稻插秧机作业技能
竞赛现场看到的场景。本次竞赛由区农
业局主办，共有来自瓶窑、径山、良渚、仓
前、仁和等镇街的 10 支代表队参赛。
水稻是余杭主要粮食作物，大力推
进“机器换人”是实现高效生态、绿色安
全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特别是 2016 年
以来，余杭围绕全省农业“机器换人”示
范区创建，深入实施农业“机器换人”示
范工程，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积
极争取并提高作业环节补助。2018 年将
晚稻机插补助从每亩 70 元提高至每亩

浙江省第十届残运会
首项比赛在我区举行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杨 宁 通 讯 员 沈 芬
芳） 昨天，浙江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坐式
排球比赛在国家残疾人体育塘栖训练基地举
行。比赛历时 3 天，最终决出的冠军队伍将
代表浙江队参加明年的第十届全国残运会。
上午 8 点 30 分，首场比赛在绍兴队和温
州队之间展开，经过近 40 分钟的比拼，最终
温州队 3：0 战胜绍兴队。
随后第二场比赛，是种子队杭州队与嘉
兴队之间的较量。杭州队以超高的发球控球
技术、精准的扣球，短短 30 分钟就结束比赛，
以 25：4、25：5、25：3 的优势，
轻松获得胜利。
杭州队主教练关健说：
“取得比赛的胜利
很开心，希望杭州队能在全国残运会上取得
优异的成绩，力争金牌，
为浙江争光。”
据了解，这次坐式排球比赛是浙江省第
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中两个集体项目之一，共
有来自浙江省 7 个市的 7 支男队和 4 支女队
参赛。除了坐式排球比赛，盲人门球的比赛
也将在国家残疾人体育塘栖训练基地举行。
据悉，浙江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比
赛时间从今年的 5 月到 10 月分期举行。

100 元。目前，余杭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已达 83.14%，位于全省前列。
区农业局负责人表示，农业“机器换
人”既需要有“机”可换，也需要有“人”会
换。组织举办水稻机械插秧技能竞赛，
就是要通过竞赛的形式，推动广大农机
手学习农机知识、提高农机操作能力，推
动农机领域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着力
打造本领过硬的农机人才队伍，为加快
推广应用水稻机械插秧技术、推进农业
“机器换人”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竞赛邀请的专家组根据参赛选手机
插作业质量、作业效率及着装等情况进
行综合评比，最后，来自瓶窑镇的农机大
户陈陛隆以 91.2 分的成绩获得此次插秧
技能竞赛的一等奖。

余杭区水稻插秧机作业技能竞赛现场

我区鼓励民生、环境提升工程采用总承包模式
《关于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投标的实施意见（试行）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报讯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周
云） 日前，区住建局联合区发改局、财政
局、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
印发<关于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投标的
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鼓励我区民
生工程、环境提升工程以及重大基础设
施政府投资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进
行建设。据了解，该实施意见将于 7 月 1
日起施行。
面对建筑行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为推动我区建筑业转型发展，规范工程
总承包招标投标活动，今年 5 月 1 日，区
住建局结合我区实际情况，联合区发改

局、财政局、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发
布《关于印发<关于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
投标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余建
〔2018〕128 号）。其中明确，涉及区民生
工程（学校、医院、文体项目、保障性住房
等）、环境提升工程(小城镇环境整治提
升等)以及重大基础设施（自来水及污水
处理等）的政府投资项目，鼓励采用工程
总承包方式进行建设。采用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的项目和装配式建筑应当积极采
用工程总承包方式。
实施意见还规定：建设范围、建设规
模、建设标准、功能需求不明确等前期条

件不充分的项目不宜采用工程总承包方
式；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包前做好工程项
目前期工作，在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或
者初步设计完成并审批同意后，以审核
后的工程估算或工程概算为经济控制指
标，以限额设计为控制手段，以相关技术
规范、标准和确定的建设规模、建设标
准、功能需求及工程质量、工期进度要求
为标的，开展工程总承包的招标工作；承
担工程项目方案设计（或初步设计）的企
业，可以依法参与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
投标；工程总承包项目宜采用固定总价
合同。

延伸阅读
工程总承包是国际通行的建设项
目组织实施方式，是指从事工程总承
包的企业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
约定，对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采购、
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
包，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
全面负责的建设工程组织实施方式。

（上接第 1 版）按照国家重点支持领
域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我区遴选
了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
高成长型科技企业，纳入余杭区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库，形成“发现一批、服务一

浙江省是工程总承包的首个试点
省份，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积极
探索，大胆尝试，制定发布了多个推动
工程总承包发展的重磅文件。
工程总承包模式有诸多优势，主
要体现在：可以提高工程项目建设管
理水平，有效控制建设投资、加快建设

批、推出一批、认定一批”的培育机制，为
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创造条件。
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部门间加强沟通协作，按地区、分年
份分解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任务，将培育

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可以促进
设计与施工深度融合，激发工程建设
科技创新；可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有
效遏制违法发包和转包、违法分包、挂
靠等行为；可以推进大型勘察设计、施
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加快
与国际接轨。

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同
时，借助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科创园区联
盟等力量，通过微信公众号、培训会议、
实地走访等方式，打通企业服务“最后一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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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 36 家民营企业
学习上市经验

本报讯 （记者 王瑜薇） 由区“双对接”
（民营企业对接现代技术现代金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余杭区拟上市企业资
本市场交流研讨会日前召开，食品生产、机
械制造、家纺布艺、通讯科技等行业的 36 家
拟上市公司走进国信证券
“取经”。
交流会现场，行业资深人士就企业上市
意义、法律体系、主体资格、规范关联交易、
财务及内控等方面作交流分享，还举例 2016
年巅峰智业因招投标程序不合规、超越资质
签署合同最终被否，借此建议企业务必先练
好内功，做足准备。现场，春风动力财务总
监郭强，以公司股改历程、上市前后公司经
营发展的变化及互动的经历，
作生动讲演。
去年我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
上市的 10 条扶持政策，其中，包含中介费用
补助、股改奖励、上市挂牌奖励等内容。此
次交流会后，区“双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将进一步对拟上市企业进行回访跟进，为
中小型企业成功对接资本市场创造发展机
会。

未来科技城举办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培训会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葛佳尉）
昨天上午，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创新
经济促进局邀请省科技厅、区国税局相关专
家在海创园举办 2018 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培训会，旨在落实好杭州市高新技术
企业“倍增计划”以及余杭区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培育发展科技型
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此次培训，共有余杭片五个街道的相关
负责人、100 余家科技型企业、近 200 名企业
技术和财务管理人员参加。培训过程中，浙
江省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周锦红为大家解
读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指引及申报注
意事项；浙江省计算机所陶砾老师现场为大
家演示了高新技术企业网上申报系统的主
要流程和注意事项；区国税局沈晓丹为大家
进行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财务政策方面的
解读及实务操作。通过培训，企业普遍反映
初步掌握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方法与程序，
收获颇大。
今年以来，未来科技城通过举办多轮科
技项目的宣传培训会，使企业越来越认识到
科技项目认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企业
申报的积极性；同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专业
且完善的企业申报服务机制和服务团队，培
育了优质的企业申报梯队。

超山进入杨梅采摘季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吴 文 纹 记 者 吴 一
静） 活力六月，红满超山，超山杨梅采摘季
即将闪亮登场。目前，景区内近千余株杨梅
树正闪红烁紫，静待游客的到来。杨梅节期
间，游客不仅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还可以
畅玩景区，
享受优惠。
记者了解到，余杭市民凭余杭区市民卡
可免费入园采摘，但外带需按市价购买，购
买全价门票采摘入园的游客可外带三斤杨
梅。
景区还在端午节、父亲节期间组织了丰
富的互动活动，小朋友和父亲可以一起制作
一瓶杨梅酒孝敬爷爷，传承和延续中国“孝
文化”。杨梅采摘时节正值端午佳节，景区
准备了制作香囊的活动，小朋友可以自己动
手制作精美的香囊，
并赠送给亲人或朋友。
杨梅是除青梅之外超山的特色产品，超
山杨梅生长环境优良，绿色无污染，肉质鲜
嫩，口感独特，
倍受游客喜爱。
根据《本草纲目》记载，杨梅有生津止
渴、健脾开胃之功效，多食不仅无伤脾胃，且
有解毒祛寒之功效。由于营养丰富，色泽鲜
艳，杨梅又被称为“果中玛瑙”。超山景区最
有名的即为“炭梅”，色泽乌黑，口味鲜甜，肉
质细腻，主要分布于探梅路两侧与东园区
域，量产丰富。除了鲜食之外，杨梅还可制
作成杨梅干、杨梅酒、果酱等食品。杨梅酒
开胃、防中暑，可治疗呕吐腹泻，杨梅绿豆粥
更是炎夏防暑养生的一大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