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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俞杰 通讯员 郭伟）
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前三季度，全区实
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321.34亿元，可比价增
速 3.1%，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 5.0个百分
点，但较上半年提升 1.4个百分点，总体呈
现低位运行、略有回升态势。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统计分析人员告诉记者，前三季度，高
新技术产业占比稳步提升，工业经济加快向

中高端迈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
度，全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企
业 544家，较上年年底增加 13家。实现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05.06亿元，可比价增
速 4.3%，增加值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
63.8%，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全域创新”建设、“新制
造业计划”等多项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企业
创新意识继续增强，创新成果持续提升。
1-8月，全区规模工业研发费用 20.40亿
元，同比增长 14.1%。前三季度，全区规模

工业新产品产值率 47.5%，较上年同期提
升2.9个百分点。

主要行业引领增长

前三季度，全区32个行业大类中有20
个行业增加值增速正增长。占我区增加值
比重较大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51.13亿元，可比价增速11.6%，高于全区平
均水平8.5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因
混凝土价格持续上涨，累计增加值达21.45
亿元，可比价增速 14.6%；医药制造业在贝

达、民生药业等企业的带动下，累计增加值
达 15.51亿元，可比价增速 18.3%；专用设
备制造业在申昊科技、凌日环保、健拓医
疗、奥拓机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带动下，
专用设备制造业累计增加值达12.73亿元，
可比价增速13.8%。

上市企业发展效益也明显回升。前三
季度，全区规模工业17家上市企业实现增
加值 43.65亿元，可比价增速 4.5%，较上半
年提高 13.1个百分点，高于规模工业平均
水平1.4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区工业经济平稳缓升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321.34亿元，可比价增速3.1%

游客们试玩开镰节上的草垛滑梯

本报讯（记者 俞杰） 11月 8日是中国
记者节，市区两级昨日分别举行活动庆祝第
二十个记者节的到来。

据了解，在杭州市庆祝第20个中国记者
节大会上，由余杭区融媒体中心参与创作的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系列报道）》荣获 2019
年度创新重大主题报道策划奖。

在余杭区庆祝记者节暨表彰会上，表彰
了“20年 20人 20件作品”及 2018年度“余杭
新闻奖”获得者和年度优秀新闻工作者。

2018—2019年度“余杭新闻奖”（2018年
年度新闻作品奖、2019年重大主题新闻奖）
获奖新闻作品共有 46件，其中，区融媒体中
心《从余杭发端 向全国推广 余杭法院司法
实践连续两年写入全国“两会”最高院报告》
《围“鸬”夜话：热了手脚 暖了人心》《沐浴历
史之光 照亮梦想前程“共擎千方国旗，共祝
祖国华诞”活动侧记》等作品获2018年度“年
度作品奖”一等奖；《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
获 2019年度“重大主题新闻奖”一等奖。许
永杰、施怡、陈坚、江舟、汤葛月人获 2018年
度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姝代表区委向全
区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衷心的感
谢。她指出，今年以来，全区新闻工作者围绕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双创周”和良渚申
遗余杭两大国字号任务以及区委区政府重点
工作，开展了有策划、有亮点、有深度的宣传
报道，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及时跟进重点宣
传，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我区各项工作
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保障。

王姝表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已经开启。全区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四力”，做党和人民信
赖的新闻工作者。希望全体新闻工作者要始
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
和工作取向，使新闻宣传工作真正成为宣传党
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的纽带和桥梁，把党的
好声音传播好。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
推进余杭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和舆论支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创新对
外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宣传途径，把余杭好故
事讲述好。要多把镜头对准基层，多到生产生
活一线，多宣传基层群众的先进典型，多反映
基层群众的工作生活，真正做到用脚“写”新
闻，把社会正能量凝聚好。全区新闻工作者要
进一步锻造履职尽责的过硬本领，努力成为新
闻宣传的行家里手，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新闻工作队伍，为
推动余杭高质量发展助力添彩。

（杭报记者 徐墉）昨日上午，杭州日
报报业集团召开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庆祝第 20
个中国记者节。会议表彰了 2019年度集
团最佳版面（栏目）、最佳记者（编辑）、最佳
新媒（项目），激励全体采编人员不断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做好党和人民信
赖的新闻工作传播者，以更高站位把准新
闻舆论工作历史方位，以更大作为拓展主
流媒体影响力版图，生动讲好新时代的杭

州故事。
今年11月8日，也是杭报集团成立18

周年纪念日。“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
展，我们青春正好，逐梦前行。”杭报集团
主要负责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
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做好新时代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集团上下
要学深学透，做实做好，争做时代风云的
瞭望者、党政声音的传播者、新闻现场的
见证者、民生热点的解读者、文化生活的
服务者、媒体融合的践行者和创业创新的

奋斗者，有效提升主流党媒综合影响力，
努力做大做强重点国有文化企业综合实
力。

展望未来，杭报集团要紧紧围绕“新时
代全国一流文化传媒集团”的奋斗目标，坚
定不移实施“谋五拼三”战略，抓好中期评
估优化，走好后半程。大力推动全员创业
创新，高扬“乐于创业、勇于担当、甘于奉
献、敢于胜利”的杭报集团“双创精神”。顺
应潮流、把握大势，蹄疾步稳地推进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一体化融合、数字化迭代、智

慧化发展。坚持走“主业稳中求进、产业新
中求强”的道路，扎实推进产业转型、人才
培育、体制创新、管理优化。

杭州日报“汇聚双创活力 澎湃发展动
力”特别报道等10个版面（栏目）获评最佳
版面（栏目）；毛长久等 10位同志获评最
佳记者（编辑）；杭州日报“杭州半月谈”等
10个项目获评最佳新媒（项目）。会上，杭
州日报“杭商大学”等7个代表性或创新性
项目团队还作了汇报展示。

我区举行第二十个
记者节庆祝活动

表彰“20年20人20件作品”等
余杭新闻奖获得者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张孝东）
大地披金，新谷飘香。昨日，由余杭区
人民政府、区农业农村局、余杭街道办
事处主办的余杭永安·稻香小镇丰收月
开镰节在余杭街道永安村启幕，来自区
内外的游客们逛共享小院、品尝新米、
玩转草垛迷宫，和当地村民们共同体验
了一把收获的喜悦。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如根出席并致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白美玉、区政协副主席黄德伟参加活
动。

本次丰收月活动共设有草垛乐园、
农产品展销、乡村趣味体验、特色长桌
宴、环保创意秀、科技艺术节、稻田婚
礼、稻香音乐趴等内容，活动将持续至
本月30日。

作为余杭农文旅融合的一种新途
径，永安·稻香小镇建设项目选址于余
杭街道苕溪以北基本农田保护区内，涵
盖了永安村等苕溪以北 8个村，土地面
积达 71.8平方公里，项目规划稻田面积
3万余亩。其中，项目一期建设主要位
于有“鱼米之乡、花果之地”美誉的永安
村，包括村里核心区域的 800余亩基本
农田及美丽乡村精品示范区。

开幕式当天，永安村向杭州沪宁电
梯有限公司赠送了企业定制认养稻田E
套餐标志物。今年，永安村在 800亩农
田种上了获省金奖产品的稻米品种，晚
稻亩产量达 1100斤，杂交稻有 1400斤，
收获颇丰。余杭街道和村委班子成员
带着新米，化身“推销员”，上门向多家
企业进行产品推介。截至目前，和杭州
沪宁电梯有限公司一样决定购买认养
的企业已有20家。

依托村内近万亩生态优质粮食生

产基地，余杭街道和浙江大学农业与生
物技术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
进浙大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人才支
持和科研技术支持，有效促进科研成果
落地推动余杭街道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和乡村振兴。永安村和杭州顺隆胶辊
有限公司签署了共享小院租赁协议，将
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

拓宽村民创收渠道。除此之外，活动当
天还举行了永安·稻香小镇技术顾问聘
任和名誉镇长授牌仪式。

据悉，下一步，我区将充分发挥自
然环境、产业优势和人文底蕴等有利因
素，进一步延伸广度，以永安村为切入
点，连片带动城北8个村的发展，关注整
个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

一步拓展宽度，整合资源，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出深度，把“稻香
小镇”定位为余杭街道城北新坐标，打
造成为余杭农文旅融合发展品牌，为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注入新动能，推动“美
丽资源”“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
化，实现余杭街道苕溪以北乡村产业全
域振兴，提升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稻香小镇”丰收月开镰节启幕逛小院、品新米、玩迷宫……

努力建设新时代全国一流文化传媒集团
杭报集团庆祝第20个记者节

中欧科技与创新项目
交流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李正南）
前日上午，拥抱AI、建构“一带一路”数字丝
绸之路暨 2019中欧科技与创新项目交流论
坛在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举行。

活动旨在展示人工智能在智造、交通、健
康、金融、教育、零售、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创新
技术和应用前景，共同展望人工智能与人类
社会发展的未来，促进双边的深入交流和合
作。吸引了海内外人工智能专家学者、投资
机构、创新企业领袖及创业者200余人参加。

论坛上，14个欧洲优秀项目与 2个中国
（杭州）人工智能小镇优秀项目各自展示了城
市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中欧
企业代表与投资团代表还围绕先进技术、市
场需求等展开了热烈交流，双方对未来科技
发展方向与合作达成良好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