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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 周铭）昨天，
2018年余杭区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暨集中签约仪式举行，21个重大项目
同时开工，20个重大项目同日签约，再度
吹响了抢抓投资、抢抓项目、抢抓服务、抢
抓发展的集结号和动员令。毛溪浩、陈如
根、阮文静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活动。

此次集中开工的 21个重大项目，涉
及总投资约 290亿元，包括崇贤至老余杭
连接线（高架）工程、三路一环望梅路互通
工程、临平老城区有机更新二期工程、迎
宾大道北延隧道工程、民丰路（杭海路—
东湖路）等基础设施项目 9个；阿里巴巴
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仁和项目、杭州国威
科技整车电子产品项目、杭州嘉衡医用新
材料及医药用品项目等产业项目 6个；未
来科技城公租房、临平新城公租房、开发
区公租房、良渚公租房、临平一小（老校
区）扩建及周边区块市政配套项目一期工
程、余杭街道金星农民高层公寓二期等社

会民生项目 6个。上述重大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完善内部畅通、对外通达的区域
交通路网，进一步推动信息经济、生物医
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集聚发展，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配套、
加快补上民生短板，将对我区优化供给结
构、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提高群众获得
感和满意度起到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这次集中签约的 20个项目，涵盖了
深入对接阿里、浙大两座“金矿”的盒马鲜
生杭州区域供应链运用中心项目，中国工
程院院士团队创办的服务机器人重点实
验室项目；物流行业龙头圆通速递投资的
智慧物流装备制造研发中心项目；纽洛斯
人工智能项目、UW系列高端可编程自动
化控制器等瞄准“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
重大项目。超山百联奥特莱斯项目、浙江
新华书店集团未来书城和文创产业项目、
印力青山田园综合体项目，将更好地满足
余杭人民高品质生活、文化休闲需要。同

时，此次签约的浙江省担保集团担保合作
项目、杭州厚达顺网股权投资基金、德诚
医疗健康投资合伙企业、亨石加速器等项
目，将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金融服务和全
产业链配套服务。

毛溪浩表示，余杭是中华文明圣地、
信息经济高地、创业创新热地、生态宜居
福地、休闲旅游胜地，不仅经济基础好，而
且发展势头强劲。一直以来，余杭坚持将
招商引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积
极发挥其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今年1-5月，全区财政总收入350.9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76.9亿元，分别增长
35.3%、29.6%；规模工业增加值 163.3亿
元，增长 10.2%；实到外资 5.26亿美元，增
长 48.6%，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实现了高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

毛溪浩指出，此次集中签约项目领域
广、品质优、内容实，涵盖研发机构、智能

制造、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绿色金融
等。签约只是合作的开始，关键是通过双
方共同努力推进项目落实落地。余杭有
关部门、平台、镇街要结合“最多跑一次”
改革，撬动综合服务水平提升，尽快推动
项目落地。要切实避免出现招商引资中
的假大空现象，努力涌现一批当年签约、
当年落地、当年开工的项目，真正体现“余
杭速度”。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竣
工、运行的全过程，都需要有关部门和平
台、镇街提供精准服务。我们要确保全程
优质服务，落实好“1+N10”产业新政，打
响余杭最佳营商环境、最佳投资之地的品
牌。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入实施
双招双引“一把手”工程，按照国际视野、
一流标准，积极对接优质公司、优质资源，
推动更多更好项目在余杭生根开花，不断
增强发展后劲。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王珏 孙明姝）昨天，中国时
尚大会在临平新城艺尚小镇
举行，来自全国经济、时尚、
文化、商业界的400余名精英
汇聚于此，关注时尚与消费
的链接，探讨文化传承与创
新，共同见证古老文明与现
代时尚的碰撞，助力中国时
尚产业发展。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党委书记高勇，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
辉，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毛溪
浩，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德
生，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如根
等参加大会。

本次大会由中国服装设
计师协会和余杭区人民政府
主办，杭州临平新城开发建设
管理委员会、杭州良渚遗址管
理区管理委员会和中国服装
设计师协会传媒中心承办。
大会分为金顶高峰论坛和金
顶奖设计师联合发布会两部
分，一整天的活动从头脑风暴
到视觉盛宴，充实而紧凑。

金顶高峰论坛围绕“中
国时尚文化传承与消费升
级”展开，12位嘉宾的演讲精
彩纷呈、视角独特。“新消费
背景下中国时尚产业的机
遇”“新时代下零售业的变革
与时尚品牌应对策略”“如何
构建‘中国设计’IP”、“文明
传承与当代时尚”，论坛的 4
个板块聚焦消费与文化领
域，紧锁时尚界共同关注的
话题，高端视野与权威观点
交流碰撞，为中国文化、中国
设计发声。金顶奖设计师联
合发布会上，19名金顶奖设计师首次齐聚，着眼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用当代时尚的手法，创新演
绎良渚文化。

借此次大会首秀亮相的艺尚小镇国际秀场，
位于余杭高铁站以北、小镇时尚文化街区以东，
毗邻东湖公园、余杭区文化艺术中心，交通区位
便捷、生态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秀场总占
地 9.3亩，分主次两大秀场，其中主秀场高 17.5
米、面积 1500平方米，次秀场高 10.5米、面积
1150平方米，是以国际化标准建成的国内顶尖一
流时尚T台。作为艺尚小镇重大产业配套之一，
该秀场不仅是国内外优秀设计师和时尚企业产
品发布的第一平台，也是各类大型时尚活动举办
的优质场馆。今年下半年，杭州国际时尚周、
2018中国服装杭州峰会暨首届中国服装智能智
造大会也将在此举行。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毛溪浩表示，余杭有着
时尚产业发展的悠久历史和肥沃土壤。5000多
年前，在这片神奇的古土上，勤劳智慧的良渚先
民创造了璀璨的良渚文化，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
展现的时尚之光、艺术之美令人震撼，这是余杭
发展时尚产业的文化基因。从产业基础来看，服
装产业是余杭重要的传统产业，年产值达到 200
多亿元，并深度对接绍兴、海宁、桐乡等地产业，
形成了原料、设计、加工、销售的完整生态链。此
次大会举办地艺尚小镇，是浙江省唯一的以时尚
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配套设施日趋完善，优
质项目不断集聚，已经成为时尚产业发展的特色
平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把以服装为重点的
时尚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来谋划，编
制了专项发展规划，余杭还推出以“时尚新十条”
新政为核心的系列政策。在各方重视下，尤其是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把艺尚小镇列为服装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基地后，艺尚小镇正努力打造成为
全省时尚产业的制高点。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背景下，随着消费升级，以及“互联网+”的创
新，时尚产业大有可为、前景美好。追求时尚，就
是追求美丽，追求时尚，就是追求未来，追求时
尚，就是追求创新，追求时尚，就是追求文化。我
们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发挥优势，创新发
展，朝着中国时尚产业新高地目标大步迈进。真
诚地欢迎优质企业、设计大师、高端品牌，落户余
杭、落户艺尚小镇，共同开创时尚产业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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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45条投诉举报
平台热线完成整合
本报讯（记者 杨荣 通讯员 张萍）前日，

我区全面完成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热线
整合工作，全区 45 条政务服务热线统一由
86212345进行接听。

目前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共开通 21门坐
席，其中，综合服务席7门，24小时受理群众来电；
专席共14门（含城市管理、法律服务专席各1门，
人力社保专席12门），工作时间受理群众来电。

平台热线整合当天，电话受理量达到 796件
次，相比全面整合前增长157.6%。热线电话的全
面升级整合完成，真正实现了一个号码接听、一
个平台受理，群众来电咨询办事将更方便、更快
捷、更高效。

21个项目开工 20个项目签约
我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杨宁）昨晚，我区
2018年各类高中招生第一批次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划定。

普通高中方面，余杭高级中学为 536
分；余杭第二高级中学为 509分；余杭中
学为 483分；塘栖中学为 466.8分；瓶窑中
学为 449.3分；余杭实验中学为 439.3分；
余杭文昌高级中学为422.8分；杭高（钱江
校区）为 524 分；杭二中（滨江校区）为
559.5分；杭四中（下沙校区）为 532.8分；
杭师大附中为517.3分；杭十四中（康桥校
区）为 508.5分；浙大附中（丁兰校区）为

504.3分；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为 531
分；杭州长河高级中学为513.5分；学军中
学海创园学校为 504.8分；杭二中树兰实
验学校为395.3分；新理想高级中学为392
分。

职业高中方面，临平职高会计类为
430分；临平职高商贸类为 417.5分；临平
职高旅服类为 412.5分；临平职高数控类
为 417.3分；临平职高机电类为 410.5分；
临平职高汽修类为 405.5分；临平职高计
算机类为 422.5 分；良渚职高环保类为
395.5分；良渚职高烹饪类为 393.3分；乔

司职高服装时尚类为 394分；乔司职高住
建智造类为 395分；闲林职高学前教育五
年一贯制（杭幼师）为 428.5分；闲林职高
学前教育五年一贯制（金职校）为 414.3
分；闲林职高电子类为 404分；闲林职高
计算机为 414.5分；商贸职高财经商贸类
为400.5分；商贸职高旅游服务类为393.8
分；商贸职高美术类为392.3分。

第一批志愿最低控制分数线为 392
分。

考生可以通过登录余杭区各类高中
招生信息管理系统 (http://zk.yhjy.gov.cn:

88)查询录取结果，第一批志愿未录取考
生将根据第二批志愿填报情况纳入第二
批进行录取。

乔司职高住建智造类剩余计划 6人
进入到第二批次录取，新理想高级中学剩
余计划29人进入招生市场录取。

第二批次录取时间安排在 6月 30日
至7月1日。余杭区内各类高中新生报到
时间为 7月 8日，具体报到要求由各高中
学校通知。余杭区外高中学校的新生报
到时间由各高中学校负责通知。

余高536分 余二高509分

我区高中招生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划定

本报讯（记者 黄晟扬）昨日，区政
协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集体视察。阮文静、黄莉、潘法高、
戴桂香参加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
走访视察了黄湖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和径山镇小城镇环境整治工作，在随
后的座谈会上，区政协委员分别就环境保
护、产业提升、打造特色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黄湖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内容包
括立面整治、强弱电整治、路面更新、卫生

设施建设、绿化提升等工程建设以及集镇
的卫生、秩序、风貌长效管控整治。径山
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范围主要为潘板
集镇、长乐集镇和双溪集镇，规划整治面
积2.3平方公里。

根据我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计划，2017-2019年我区计划实施完成 27
个小城镇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计划总投
资估算为232.22亿元。2017年，我区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第一批 7个任务镇街已
通过省级考核验收，其中仓前街道、溪口

集镇被列为 2017年度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省级样板。2018年，我区继续围绕

“美丽余杭”建设要求和“全域美丽”整治
目标，加快推动其余 20个小城镇的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列入 2018年
考核的12个小城镇共计243个项目，已开
工212个，开工率91%，已完工92个，完工
率为38%。

阮文静指出，我区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投入力度大，速度快，目前阶
段性成果明显，进展顺利，在下一阶段

工作中要注重品质保障，发动各方力量
在施工和建设过程中加强监管；要注重
彰显特色，挖掘各地历史文化，体现各
地文化底蕴；要注重成果扩大，在提升
环境品质的同时，引进产业和人才，最
终形成文明风尚；要打造径山样板，总
结可借鉴经验。区政协和区政协委员要
持续关注支持，助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

区政协视察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 周铭 王
珏）昨天晚上，艺尚小镇国际秀场内
灯光闪耀，19位金顶奖设计师首次同
台以作品对话，用时尚手法演绎五千
年良渚文化，既为良渚申遗喝彩、也为
中国时尚发声。

中国时装设计“金顶奖”被誉为中
国服装设计界的“奥斯卡”，是中国服
装设计界的最高奖项，自 1997年首次
评奖以来，全国共有19位设计师获此
殊荣。此次金顶奖设计师联合发布
会，19位设计师全部参加，实现了金
顶奖设计师的首次齐聚。设计师们探
讨时尚流行趋势和时尚设计未来，充
分汲取良渚文化精髓，实现厚重、遥远
的新石器文化同时尚、活力的现代元
素相互融合。

在联合发布秀中，每位设计师结
合良渚文化元素设计 4套服装，以良
渚为媒，以作品交流，T台成擂台，发
布秀也是命题考。设计师们对这样的
形式感到兴奋：“我们用作品与先人对
话，是一种致敬。”T台上的作品一次
又一次惊艳人们的眼球，观众感慨：

“良渚文化这个主题很好，这场秀既展
示了中国顶级设计大师的风格特质，
也体现了对古老文明的二次创作。良
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更
是千年前的时尚基因、设计灵感。”

昨夜，一场良渚文化和时尚大秀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