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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经采用，将有报料奖金。

曾经的他，是驻守边疆的热血军人，是守护一方的公安民警；现在的他，是追
逐梦想的创业者，是扎根余杭的建设者。从最初满怀希冀的憧憬，到几乎满盘皆
输的困境，再到眼下峰回路转的跨越，他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叫郑积荣，80后，江山人。曾在解放军驻新疆部队服役5年，荣立过三等军
功。他在余杭星桥的打拼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关于梦想、责任和坚守的创业精神。

记者 陈坚

在拱野区智慧网谷小镇，有一个青
年创客公寓——瓜山未来社区，400套
房源来自当地“城中村”改造项目，年轻
创客可根据个人兴趣组团入住，有完善
的配套服务、便利的“15分钟生活圈”、
智能化的社交场馆……这与郑积荣最
初的设想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郑积荣同丁建平说了这个想法：再
次创业，做一个类似瓜山未来社区的青
年创客公寓，打造星桥首个幸福指数型
公寓，全面提升创业服务环境。

在郑积荣的设想中，青年创客公寓
是为创业者量身定制的新型住宅型公
寓，以提高青年创客居住幸福指数为宗
旨，通过标准化的硬件设施和专业化的
团队管理运营，让在外创业的年轻人以
较低的成本住得有尊严、有温暖、有价
值。这里不仅是一个有管家、有生活、
有创业活动的社区型公寓，更是一个创
业、交流和分享的社交平台。

郑积荣为记者描绘了一幅画面：在
3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里，生活配套一应
俱全，拎包即可入住；家电、门锁多是智
能化，电费、水费用APP缴纳；公寓还设
有图书角、健身区、电竞区、交流区等公
共空间，通过一壶茶、一杯咖啡，让创客
在这里撞出火花、聊出项目、吸引投资。

今后，星桥有大量征迁安置房将陆
续交付，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租赁市
场，如果能集中收取进行改造和托管经
营，既有利于社会管理，也能保障房东
利益，同时提升星桥的创新创业氛围和
营商服务环境，可谓一举数得。

有鉴于此，星桥都市工业园区对郑
积荣的设想予以支持，目前相关的前期
调研和准备工作已经展开，相信在不远
的将来，郑积荣的梦想能再次成真。

郑积荣从军人到民警再到创业者，
从新疆到江山再到余杭，他一路努力奔
跑，追逐梦想，只为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一个项目差点让他200多万巨额投资打了水漂
但他仍选择在余杭这片创业热土上一路努力奔跑

铁汉子郑积荣：“追梦的人绝不当逃兵”

艰难创业路：200多万投资款差点就打了水漂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郑积
荣最初来到余杭创业时，基础打得并不
算扎实。

2006年，郑积荣复员回家后，在江山
市公安局上余派出所干了 7 年辅警。
2013年 8月，受家族生意影响，他辞职创
业，在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经营公寓业务。

2017年9月，战友给郑积荣带来一个
好消息：杭州有一个非常抢手的公寓项
目，在余杭区星桥街道，当地正在进行

“城中村”改造拆迁，据说公寓房一推出
就会被抢光。

这么好的投资项目，郑积荣当然不
想错过，他立即和几位战友赶赴余杭考
察。项目在星桥都市工业园区内，是三
幢独立厂房，面积有 20000余平方米，价
格合适、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看起来确

实是一个好项目。
“当时看到条件不错，又怕夜长梦

多，几个战友一合计就拍板决定做了。”
郑积荣说，没有做更多的市场考察，对相
关政策也不太了解，就这样头脑一热，他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余杭开始这次艰难的
创业：改造厂房，建一个拥有 600余间客
房的精品公寓。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等改造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项目因
政策变动等原因被叫停，郑积荣和战友
一下子懵了。项目搁浅，先期投入的200
多万元资金岂不是打了水漂？还有，当
初因为信任自己，战友们拼凑的投资款
都是银行贷款，这下怎么向他们交待？
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一起袭来，压得
郑积荣几乎透不过气。

峰回路转：转型做创业园区 汇集同样追梦的人

事情拖到了 2018年 10月，正当郑
积荣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之际，星桥都
市工业园区负责人丁建平帮他出了一个
主意：去未来科技城、拱墅、滨江等地
参观学习，把公寓改成写字楼项目，试
水做楼宇招商。

此时的郑积荣，就像溺水的人抓住
了救命稻草。在两个月里，他跑遍杭州
主要的创业园、产业园、新老改造园区，
虚心学习园区建设、管理和招商经验。
这些园区浓厚的创业氛围、澎湃的创业
激情，让郁闷已久的郑积荣重燃斗志。
杭州是创新创业之都，自己曾是一名铁
骨铮铮的军人，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来，绝不能稍遇挫折就轻易当“逃兵”。

说干就干。2018年底，郑积荣筹资
退还了部分亲友的投资款，义无反顾地
走上新征程，由公寓项目转型做创业园
区：两栋大楼内已建好的隔断墙全部敲
掉重新布局，在工业园区的全力协助下，
对园区进行定位、规划。

“因为有创业梦想，大家才汇聚在一
起。”郑积荣把园区命名为“梦想汇”科技
园，定位于初创型、小微型企业的创新创
业平台，主打电商、文创和服装设计等产
业。按照考察学来的经验，他对园区环

境进行了改造提升，同时线上线下齐发
力进行招商，敞开大门迎接创业客。

“第一个上门的客户，是以前走访拱
墅区北部软件园时认识的创业者。”郑积
荣说，“梦想汇”园区的特点是空间灵活、
租金实惠、配套齐全、管理规范，很契合
初创和小微企业，所以招商情况不错，让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因为军人出身，“梦想汇”怀着浓浓
的军人情结。不多的管理人员中，近一
半是退役军警，管理严谨、作风踏实。今
年6月，中共杭州梦想汇科技园联合党支
部成立，由郑积荣任党支部书记，4名
支部成员中有 3 位是退役军人。据了
解，园区还对入驻创业的退役军人给予
一定租金减免。

目前，梦想汇科技园已入驻企业 60
多家，丁建平告诉记者，在星桥街道，从
园区设施、管理水平到经营状况，“梦想
汇”都是佼佼者。

从濒临失败的半拉子公寓项目，到
如今生机勃勃的创业园区，不过短短半
年多时间。郑积荣说，这种过山车式的
起落，他做梦都没想到。现在，他打算扎
根在余杭这块创业福地，做好创业园区
的同时，去实现另一个更大的创业梦想。

又一个梦想：创办“梦想汇”青年创客公寓

郑积荣和他的“梦想汇”园区

微 新 闻

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近日，临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商圈
企业开展急救知识与户外知识培训。课上，
授课老师讲解心肺复苏、AED使用等救护
知识，开展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方面的实
际操作方法教学。

本次培训将专业知识讲解与现场示范
相结合，增强职工的急救意识和救护技能掌
握程度。 记者 李书畅 通讯员 何晓铭

“乒”出精彩 赛出友谊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日前举行首届人
民运动会，第一个项目就是乒乓球比赛，吸
引了来自15个村社、25家企事业单位的100
名选手参加。“通过比赛，我锻炼了身体，联
络了球友间的感情，让我们在体育运动中感
受到了快乐。”一位选手说。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运动会还将进行
登山、足球、排舞等比赛项目。

记者 杨嘉诚

新丰社区“文化走亲”
秀出居民风采

近日，运河街道总工会举行“情系华诞，
勇攀高峰”主题登山比赛，120余名职工参
与活动。比赛线路以临平公园东门为起点、
东来阁为终点，男女选手们积极投入比赛，
奋力攀登。活动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也展现了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徐斌

职工登山赛跑出精气神

南苑街道新丰社区和海宁市海洲街道
南郊社区日前联合举办了一场迎国庆“文化
走亲”活动，富有本土文化气息的节目轮翻
上演，引来两地居民阵阵掌声。

通讯员 汤水根 记者 陈坚

商务信息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关于举办2019年余杭区秋季人力资源招聘大会
暨创业项目展示会的通告

为深入推进“三服务”工作，积极为各用人单位和
各类求职人员、创业人员，特别是为有创业意向人员
提供及时有效的创业就业服务，促进各类群体实现创
业就业。经研究，决定举办 2019年余杭区秋季人力
资源招聘大会暨创业项目展示会。

一、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年9月26日上午9时至下午14时
地点：余杭大剧院北门大广场
二、报名方式
本次活动拟设招聘展位 100个,需设台招聘的单

位请于2019年9月20日前通过杭州公共招聘平台完

成报名，注册及报名网址为 http://hzjob.zjhz.hrss.gov.
cn/hzjob。

三、其他事项
本次招聘会不收取展位费，大会将为每个招聘单

位提供一桌二椅，二名工作人员的午餐和饮水。同
时，参与招聘的单位须自带招工简章，尺寸统一为高
120CM *宽 90CM（易拉宝或横版KT板）。招聘广告
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内容表述应清晰、简明。

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平新城开发建设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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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预告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9月9日——9月12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逗爱熊仁镇 12:40 25元

冷血追击 18:40 25元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新明半岛雨
径轩 1幢 1单元 902室，现卖方陈跃跃和胡松勤前
来我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陈跃跃原护照
号：NXP1325H9,现护照号：NS9P2D480,胡松勤原
护照号：NE0291034,现护照号：NNJHFFH65,原护
照和现护照均指向同一人。对上述情况有异议
者，请在公告次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
料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技城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0571-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
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9月11日

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弘腾电脑店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
作废。
沈敏杰遗失《浙江省行政执法证》，工作单位：杭州市余
杭 区 文 化 市 场 行 政 执 法 大 队 ，执 法 证 号 ：
0108662016120264，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2019-09-12 09:30-17:30 桦树H684线里长子坞
令克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前街道：桦树村里
长子坞一带；08:40-14:40赛淘开关站铁矿H726线永
乐新村 2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永乐新
村一带；08:40-16:40 黑岭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
窑镇：平山村石家堰、平山村黑岭一带；08:40-12:10 景
福总分线 18号杆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
镇：潘板集镇老中学、小古城村钱家滩村、小古城村赤
子弄、杭州东巨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径山神龙茶业有限
公司、杭州大麓茶业有限公司、杭州庆宏印刷制品有限
公司、杭州茶叶试验场一带；08:30-17:00 藕花开关站
藕花G114线中康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
中山花苑小区一带；09:30-12:30 司马开关站快城
G991线司马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
道：坤鑫置业、开发区管委会2号路灯、司马路路灯、临
平街道中心幼儿园、临平街道中心幼儿园顺达花园分
园一带；08:40-16:30 长岗H706线天宝蚕种分线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义桥村天宝蚕种厂一带。

计划：
2019-09-17 08:40-13:40金舟H442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金舟电炉、吉冈工具公司、联发
集团一带。

2019-09-18 08:20-13:20裕达 G225线港行管理
所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新桥村西木桥、
杭州宇力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广安建材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区启航五金机械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塘
栖派出所(水上派出所)、杭州市港航管理局一带。

取消：
2019-09-20 08:20-13:20裕达 G225线港行管理

所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新桥村西木桥、
杭州宇力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广安建材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区启航五金机械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塘
栖派出所(水上派出所)、杭州市港航管理局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86130111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1500号未来科技城
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
以登记。

赠与人：蒋佳颖
受赠人：傅彩琴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同城印

象花苑北区1幢3单元904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9月11日

招聘：种植牙手术护士、管理、口腔医生、护士、财务。
邱山院区：临平邱山大街271号（靠景山路南路口）
北大街院区：临平北大街167号（大红鹰超市斜对面）
电话：86205588（邱山）86226825（北大街）

张尧生口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