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杭民宿农家乐
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为引导民宿农
家乐产业走上规范、集聚、创新、提升发展之
路，昨日，余杭民宿农家乐行业协会举行成立
大会，全区近 80家民宿农家乐经营业主参
加。区委副书记李忠誉为协会授牌。

近年来，我区民宿农家乐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目前，已拥有民宿（农家乐）450余家，
其中省市级农家乐特色村 6个、市级民宿示
范点 17个、区级规范及以上等级名优民宿
（农家乐）114家，就业人员超5000人。去年，
我区农业休闲旅游业共接待游客1050万人，
直接经营收入达10.18亿元。

“余杭民宿农家乐行业协会的成立就是
为了以‘抱团发展’的模式推动我区民宿农家
乐产业发展壮大和提质升级。”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介绍说。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
会，随后召开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一次会议，
来自径山镇四岭村的乾皇湾民宿业主朱小奎
当选协会会长。

李忠誉表示，协会的成立是推动我区民
宿农家乐产业向规范、集聚、创新道路迈进的
重要举措。他希望协会要切实做好发展方向
引导、产业规划谋划、前沿信息传播等工作，
要以一流行业协会的标准要求自身，管理、服
务工作一起抓，增强会员间的凝聚力，助推余
杭民宿农家乐产业共同“搭船出海”，成为余
杭对外展示的窗口；要成为政府与民宿农家
乐沟通的桥梁，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倾
听会员的意见建议，为全区民宿农家乐产业
的发展建言献策，带领全区民宿农家乐蓬勃
发展，争创全省第一、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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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梁洁）昨
日，浙江民建企业未来科技城创新中心在中国
（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揭牌，该中心由民建浙江
省委会和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共建。

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会主委陈小平，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利月，民建省委会副主
委、民建杭州市委会主委郭清晔，民建省委会
副主委陈越孟，区委常委、统战部长袁水良，副
区长、民建杭州市委会副主委许玲娣，未来科
技城（海创园）党工委书记梅建胜，未来科技城
（海创园）管委会主任赵喜凯等出席活动。

该创新中心定位于智能制造领域发展，
包括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技术、高端装备、人
工智能技术、大数据产业等。未来，该创新中
心将开展交流、对接、招商等活动，引导优质
民建企业资源投资创业；通过调查研究、建言
献策等方式为未来科技城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助推营商环境改善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不定期举办全国性或全省性以民建名义发起
的大会及论坛等活动。

活动现场，完成了共建“浙江民建企业未
来科技城创新研究中心”合作签约、创新中心
委托建设运营公司组建股东签约、共建创新中
心战略合作方签约和入驻项目签约。此次入
驻签约项目分别是：智慧供水系统、超高精度
隔振和隔磁系统、磁悬浮超高速电机、高效智
能直驱技术与装备、智能印刷一体化平台。

许玲娣表示，浙江民建企业创新中心落
户杭州未来科技城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强强合
作。一方面，未来科技城作为创业创新平台
可以集聚民建的高端创新资源，期待更多孵
化成功的项目在余杭生根开花；另一方面，杭
州和余杭的创业创新资源又可辐射民建企
业，推动民建会员企业自身发展。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 通讯员 虞倩
张思奇）跨境电商“出海”，一个新风口已
经来临。如何抓住这一外贸新增长点，不
断开拓新市场，在新“赛道”上稳中取胜？
昨天，由余杭区人民政府主办，临平新城开
发建设管委会、区商务局协办，鹰熊汇联合
承办的 2019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峰会在
临平新城艺尚小镇举行。区领导陈夏林、
李敏华等参加活动。

今年的峰会以“创新跨境、顺势出海”
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促进传统外贸与跨境
电商资源互补、深度对接、创新发展，共同
探讨跨境电商营销新趋势，以新零售电商
之路，搭建全新的平台与桥梁，构建和完善
余杭跨境电商生态圈，助力电商企业开拓

更广泛的市场。来自亚马逊、eBay、新敦
煌、新丝路、阿里巴巴速卖通、鹰熊汇等跨
境电商平台和卖家大咖们在现场分享了最
新政策，以及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自 2015年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成立
以来，跨境电商在余杭的发展结出累累硕
果，打造了临平创业城、良渚文化城、未来
科技城为核心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2015
年至 2018年，余杭跨境交易额由 2.5亿美
元（企业统计数据）增长至13.22亿美元，其
中 跨 境 出 口 10.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6.47%。2015年，余杭成功获批中国（杭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余杭园区；
2016年获批省首批产业集群跨境电商综
合试点；2017年获评综试区标杆园区。

作为余杭跨境电商发展的重点区域，
临平新城的跨境电商发展氛围日益浓厚。
挂牌成立的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余杭园区，集中了七格格、子不语、天元宠
物、森帛服饰、子午线、伊芙丽等一批卖家
及电商总部，带动了一大批中下游电商和
电商服务商的入驻。截至目前，临平新城
共集聚电商企业 943家，其中跨境电商企
业325家，网上交易突破90亿元，跨境电商
交易额4.54亿美元，实现税收超2亿元，导
入产业人口超18000人。

记者从昨天的峰会上还了解到，今年
下半年，浙江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综合体
和全球跨境电商创新服务中心将陆续在临
平新城登场亮相，届时余杭将成为华东地

区乃至全球跨境电商最优公共服务资源集
中地和产业集聚的新高地。其中浙江省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综合体将由余杭区政府与
省商务厅共同打造，以线上线下共享服务
资源，链接地方政府、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电商平台、产业园区等，集聚服务，沉淀资
源，建立电商平台赋能中心、电商卖家加速
器和电商服务商集群空间。而全球跨境电
商创新服务中心计划 8月底开园，拟选址
临平新城商会大厦，设立全球跨境电商平
台创新服务分支机构驻点，如亚马逊、
WISH、eBay等多个跨境电商平台创新服务
中心。该项目运行后将成为企业和全球跨
境电商平台的桥梁，为省内跨境电商企业
提供创业咨询、业务指导、培训等服务。

余杭致力打造跨境电商产业新高地
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峰会在我区举行

本报讯（记者 沈黎勇 陈书恒） 昨
日，区政协召开十一届十三次常委会议暨

“知识产权创业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专
题协商会。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常委委
员及部分政协委员，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屠冬冬，副区长葛建伟参加。

今年以来，我区知识产权创造成果稳
步增长，目前全区拥有有效专利37712件，

其中发明专利4359件，专利申请和授权总
量排名均位列全市第一；我区有效注册商
标总量突破6万件，连续11年开展“余杭品
牌”宣传，获“全省首批商标品牌示范县区”
命名。同时，我区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版
权等知识产权保护日趋严格，保护体系逐
步完善，“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
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正逐步形成。

会上，委员们积极建言，为知识产权创
业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出谋划策。特邀
代表、杭州骑客有限公司董事长应佳伟结
合自身经历，建议加大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的打击力度；徐进委员建议打造知识产权
成果转移转化高地；陈国建委员建议对标
北京、深圳，以打造国内一流水平和规模的
创业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为目标，分步推进。

区政协主席沈昱指出，此次专题协商
议政是今年区政协“请你来协商”平台的又
一次重要活动。委员们对建立知识产权转
化平台从各层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体现
了政协集思广益、民主协商的效果。沈昱
还对落实省、市政协部署的“新时代人民政
协的新样子”专题讨论活动和不断创新政
协“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提出要求。

本报讯（记者 陈书恒 潘怡雯 王
珏 俞杰 通讯员 陈宇历）昨日，区防
指召开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紧急视
频会议，并于 18时 30分启动防汛 IV级
应急响应。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振丰
就全力做好此轮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
批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夏林参
加会议。

张振丰在批示中指出，此轮强降雨
来势迅猛，全区上下要高度关注当前雨
情汛情，高度重视大雨可能引发的次生
灾害。切实加强统筹指导，强化信息预
报预测预警，做好各项部署防范和应对
处置工作。各镇街、平台要切实履行好
属地责任，重点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
点、山塘水库、城区易涝区域、危旧房屋
等巡查排查工作，切实做好值班值守、
应急抢险、信息报送工作，时刻绷紧防
汛救灾这根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会上，区气象局分析研判了今年我
区汛期的天气形势。总体上，今年气候
年景总体偏差，气象灾害影响程度将明
显重于去年。汛期总雨量偏多，梅汛期
雨量偏多或显著偏多，出现暴雨洪涝或
城市内涝的可能性较大，强降水引发的
山洪地质灾害和局地强对流灾害较重。

自入梅以来，我区已出现 4轮强降
雨天气过程。截至12日8时，累计面雨
量达300.5毫米。受梅雨带加强北抬影

响，昨天上午开始，我区再次迎来新一
轮大范围、高强度降水过程，强降雨将
持续至今天下午。期间，预计我区普降
暴雨到大暴雨，过程雨量可达 100-150
毫米，局部更大。15-16日还将有一次
明显降雨过程，且局部有暴雨。

为做好防汛防台准备工作，我区及
早部署防汛力量，全面落实各镇街、村
社防汛责任和重要堤防、水库的防汛责
任，并要求各地科学制定调度方案，保
障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确保平稳度

汛。同时，各相关部门及镇街、平台积
极开展汛前检查工作，对各处水利工程
（含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
工地等进行了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不断完善工程备汛、预案编制、物资
储备等方面工作。

陈夏林表示，针对近期降水频繁的
天气情况，全区各地要按照省市防汛会
议要求，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分
工，落实责任；按照“不死人、少伤人、少
损失”的要求，细化各项防范措施；要突

出防御重点，加强小流域山洪、山塘水
库、旅游景点、农家乐、地质灾害隐患点
等防汛重点区域的巡查防守，做好施工
现场、危旧房等位置的安全隐患排查；要
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及时提醒部
门、镇街和公众做好防御工作；要强化值
守，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确保防汛信
息畅通。

会上，区林水局、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余杭分局以及瓶窑、径山、黄湖以
及百丈等就防汛准备工作进行汇报。

《余杭乡镇企业志》首发

本报讯（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陈康）
昨天，《余杭乡镇企业志》首发仪式举行，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夏林，老领导刘永根、程
德鑫参加仪式，并向来自区图书馆、档案馆、
余杭方志馆、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塘栖镇和
老板电器的代表授书。

《余杭乡镇企业志》系统回顾了余杭乡镇
企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诞生、成长、发展的辉
煌历程，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余杭
企业家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陈夏林表示，《余杭乡镇企业志》坚持存
真求实，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全面、系
统、真实地反映了余杭从“社队企业”到“乡镇
企业”，再到“民营企业”这段历史的发展变迁，
记载了余杭丰富的资源、灿烂的文化、浓厚的
民情、重大的事件、改革的经验，是具有史料
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文献。各
地要弘扬敢为人先、不断创新的奋斗精神，精
准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凝心
聚力开创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李力
行）昨日，良管委（指挥部）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持续奋斗”——良渚古城遗
址申遗成功座谈会，传达学习了区委常委
会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有关精神，
以及市委“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纪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良渚古城遗址重要批示
三周年座谈会精神，通报了第四十三届世
界遗产大会参会情况、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有限开放情况。张俊杰、陈寿田、吴来恩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

志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圣地的良渚古
城遗址获得了全世界最权威的认可，成为
了全人类共同呵护的瑰宝，极大增强了民
族认同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已有限开园
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为了展示厚重历
史文化、展现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
和重要基地。在国家、省市区各级的高度
重视下，在各方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走
过了近三年的良渚申遗之路，余杭全力以
赴，主动实干，勇于作为，最终不辱使命、不
负重托，圆满完成“申遗一举成功、公园精
彩亮相”的光荣任务。

会议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心和嘱托，牢记省市区各级的支持和期望，
牢记良渚考古前人的守望和坚持，牢记攻
坚申遗项目的艰辛和担当，牢记上下团结
干事的执着和坚毅，牢记申遗一锤定音的
荣耀和喜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翻篇归
零、持续奋斗，以全新的姿态、全新的精气
神，迎接世界遗产新形势、新起点下良渚遗
址保护传承利用的新征程。

会议要求，坚持保护第一不动摇，继续
深入贯彻落实“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
理念，严格遵守《世界遗产公约》，认真落实

世界遗产大会决议，切实加强良渚古城遗
址的保护管理工作；坚持传承推广不动摇，
聚焦“文明圣地”定位，统筹推进近期和远
期的宣传工作，做好与故宫合作办展文章，
积极推动良渚文化“走出去”；坚持活态利
用不动摇，探索和创新文化遗产资源盘活
路径，抓好遗产大会成果展示，推动良渚文
化艺术走廊高质量规划建设，总结遗址公
园有限开园的经验，进一步优化遗址公园
基础配套、陈列展示、绿化环境，做到全面
完善、整体提升，推动遗址公园可持续发
展。

奋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持续奋斗
良管委（指挥部）召开申遗成功座谈会

我区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
区防指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

区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
“知识产权创业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昨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不少市民猝不及防

浙江民建企业
未来科技城创新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