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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据智能 助力智能产业发展
BOT 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国际大赛在未来科技城举行

由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指导，绿城产业服务、中电海康、华院数据主办的 2019 年 BOT 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国际大赛·杭州赛区总决赛在海创园举
行，
赛事吸引了近百位创投机构代表、企业中高层的关注，
现场气氛热烈。
栏目主办：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 余杭晨报社

项目代表合影

瑞典斯科纳省投资促进局一行到访未来科技城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淑萍 记者 张
孝东） 近日，瑞典斯科纳省投资促进局
一行来到杭州未来科技城。区政协副
主席、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主任赵喜凯接
待，双方就开展政府、企业、人才等合作
进行洽谈。
当天，在区亲橙办的协调引荐下，
瑞典斯科纳省投资促进局商务部部长
杰森·亚沙尔率瑞典当地企业负责人一
行访问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并与天猫进
出口事业群相关负责人开展座谈。

会上，杰森·亚沙尔向天猫国际事
业群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斯科纳省及随
行企业的主要情况，期望与阿里巴巴集
团以适当方式开展合作。
天猫国际事业群海外事务总监龚
娴向考察组一行介绍了阿里巴巴集团
主要业务板块及天猫国际近年来的发
展情况，并对瑞典品牌商品在阿里巴巴
相关平台上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分析。
双方还就瑞典相关公司入驻天猫国际
平台的具体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区亲橙办成立一年来，紧紧
围绕构建更加紧密的“余杭-阿里发展
共同体”这一目标，强对接、重协调、破
难题、促落地，全方位、全领域、全天候
服务保障阿里巴巴集团，通过横向整合
资源、优化流程衔接，打通服务“最后一
公里”，实现了保障服务阿里巴巴工作
的“一窗对接、一窗协调、一窗反馈”，致
力于为全区全域创新及全面实施新制
造业计划，贡献更多“橙色”科技和动
能。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梁洁） 今 “智投·未来”投融资对接会上，暾澜资本、海邦
年 BOT 大赛由绿城产业服务首次引入杭州，主
沣华、盈动资本等 30 多家投资机构，以及农业
要围绕“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落
银行等 10 多家银行与优质项目现场对接。而
地的产业领域，打造‘数据智能+’”的开放性主
在去年，未来科技城还先后举办“浙里融”路演
题，联合行业龙头企业、高校协会、孵化载体以
22 场，为 10 家国际人才板企业提供线上、线下
及创投机构，对接全球顶尖产业专家，利用赛事
融资对接服务，对接服务企业 116 家，21 家挂牌
平台将资源有效整合，助力新兴技术与高端人
企业获得融资额近 6 亿元。
才的落地与发展。
将金融服务作为打造最优创新创业生态体
BOT 即 Brain of Things，是国内专业化人
系中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未来科技城不断发挥
工智能大赛。大赛发起于 2016 年，旨在服务并
科技城产业优势，重点推进覆盖种子期、初创
推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产业技
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创新资本集聚高地建设。
术和应用创新。同时，BOT 也是上海大数据联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不断引进高层次人才
盟助力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活动之一。
和创新创业项目的同时，未来科技城也注重区
经过 1 个多月的征集与筛选，最终 11 个项
域资本实力与活跃度的建设，希望能有更多优
目脱颖而出，登上了杭州赛区总决赛的舞台。 质的项目来到未来科技城安家落户。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AI 账本”项目、
“人工智
徐进表示，未来科技城创投“资智融合”工
能睡眠系统平台&设备”项目、
“ 智能驾驶大数
程将金融服务作为打造最优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据”项目，分别获一、二、三等奖，且这三个项目
中的关键环节，不断优化“人才+科技+资本”创
都来自未来科技城。
新创业核心要素，为企业、人才提供“店小二”
式
接下来，三甲项目还将代表杭州赛区参加
金融服务。
在上海举行的 2019 年 BOT 数据智能创新应用
在本次比赛中获奖的选手，可享受绿城产
国际大赛总决赛，和各大赛区优胜者同场竞技，
业服务在服优质园区优先入驻及政策红利、中
争夺总决赛冠军。
电海康生态圈及产业优先对接合作，以及三大
“此次 BOT 大赛是未来科技城与上海共同
创新平台服务资源等诸多“特权”
。而此类赛事
对‘资智融合’建设做出的尝试。”
未来科技城管
选拔出的优秀人才，也将为杭州未来科技城人
委会副主任徐进表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注入新的
“动力”。
为深入推进“资智融合”，2019 年度第一期

■ 新闻集束
闲林街道 2019 健康彩虹跑激情开跑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汤 葛 月 人 记 者 张 孝
东） 近日，一场新颖酷炫的彩虹跑在闲林街道
激情开跑，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街道党工
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戴飞飞，街道健康余杭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团工委等单位联合出席
活动，各村社以及中泰、余杭、仓前等镇街的
120 名参赛人员参加了活动。
全程 2 公里的健康彩虹跑活动在闲林街道

明日康农业园内开展。每个参赛成员手持彩虹
粉，行走、慢跑、挥撒着色彩……活动氛围瞬间
“燃”
了起来。本次彩虹跑活动传播了健康生活
理念，为现代职场人群解压，将运动、健康的活
动理念传递给参加比赛的每一个人，激励以良
好的身体素质和蓬勃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和生活之中，更好地回报社会与家庭。

余杭街道 “番茄鸡蛋”
阅读馆开设
“妈妈的充电站”

余杭街道西溪九年一贯制学校奠基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王
景冠） 日前，余杭街道举办西溪九年
一贯制学校及配套幼儿园项目奠基仪
式。
该项目位于沈家店社区，东西大道
以东、桃源小镇以西、蒋家潭河以南，总
投资 3.95 亿元，总用地面积 95 亩，总建
筑面积 67164.46 平方米（其中九年一贯
制学校总建筑面积 57746.75 平方米，幼
儿园总建筑面积 9417.71 平方米），预计

2021 年秋季投入使用。建成后，学校将
达 36 班小学、18 班初中及 18 班幼儿园
的规模。
近年来，余杭街道坚持问题导向，
树立“创业创新在科技城、居住读书到
老余杭”的理念，不断加快校园建设，努
力拓展教育资源，认真改善办学条件，
全力打造“宜学老余杭”的品牌。特别
是 2019 年，成为余杭街道有史以来规模
与投资空前的教育项目推进年，共有在

建和待建项目 10 个，总投入达 11.7489
亿元。
余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西溪九
年一贯制学校及配套幼儿园项目的落
地，将进一步完善与优化街道教育资源
布局，缓解城南区块入学压力，也将进
一步提升街道教育整体品质。下一步，
余杭街道也将紧扣项目进度计划要求，
加大指导协调力度，实时跟进进度，落
实安全责任，有序推进整体建设。

未来科技城总工会举办趣味嘉年华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景冠 记者 张孝东）
“妈妈的充电站”项目近日在余杭街道山西园
社区“番茄鸡蛋亲子阅读馆”启动，开课时间为
每周三上午 9 点半。
“妈妈的充电站”，是余杭街道朗萌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旗下萌新项目，集父母成长、女性
职业发展、家庭教育为一体，旨在丰富家庭生

活，提升家庭幸福感，打造创新型社区模式。
启动会现场，一群志同道合、热爱生命、乐于阅
读的爸爸妈妈们相聚一堂，在植物精油的芳香
和手工甜点的美味中放松身心，享受着感官带
来的美好体验，愉悦地分享着自己在养育孩子
以及经营家庭生活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仓前街道 大比武提升业务技能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钟佳菲） 近
日，仓前街道举办“两新”企业党组织主题教育
学习交流暨业务技能提升大比武活动。来自仓
前街道企业、社会组织党支部的 11 支参赛队伍
在乾仓党群服务中心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展开
激烈角逐。
此次比武活动围绕主题教育思想理论、基
层党组织建设、基础党务知识、党史等内容展
开，设置“必答、抢答、风险挑战”三个环节。经
过比拼，来自持正科技、海智中心、乐富海邦园

五常街道

的第十组获得第一名。
现场答题评比，真实体现了“两新”企业党
组织主题教育期间理论学习收获，有效检验了
“两新”企业党组织党建工作实效，为后期丰富
“两新”
党建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借鉴。
随着主题教育逐渐进入收官阶段，仓前街
道始终坚持“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松的信念，采取多种
手段持续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主题教育，为高
质量开展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夯实基础。

理论宣讲会火热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万建丹）“这
场活动办得好！”昨晚，家住五常社区西溪水岸
的洪大伯高兴地说，
“垃圾分类、家风家训、主题
教育，用这些简单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听了
还想听，
看了还想看！”
洪大伯口中的这场活动，是 2019 年五常街
道理论宣讲会暨“城西腾飞”理论宣讲走亲，活
动以“薪火传承育家风，凝心聚力谱新篇”为主
题，来自五常、闲林、余杭、中泰等镇街选送的理
论宣讲节目，以快板、朗诵、情景剧等形式展现，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活动的首个节目就是由五常社区、五常街
道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共同打造的
“五九”
精神

永不忘宣讲，并以“三句半”的形式呈现。四名
老党员边敲着锣鼓，边将“五九”批示的历史背
景、新时代的“五九”精神向观众们一一传达。
五常永福社区带来的演讲《代代芳华 弘我家
风》，让人感受到好家风就像春风，温润着一代
又一代五常人。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环
节。
“直运的餐厨垃圾目前主要使用哪种末端处
置方式？”
“ 过期药品属于什么垃圾？”
“2018 年
余杭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数量为多少万
吨？”
……观众们积极参与，收获奖品的同时，更
收获了垃圾分类的知识。

中泰中学女子足球队勇夺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赛冠军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晨 通 讯 员
丁佳） 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传承
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日前，未来
科技城总工会联合创新时代广场举
办了首届创享节暨未来科技城总工
会趣味嘉年华。
趣味嘉年华共有 9 支队伍参

与，设置三个运动项目，分别为颠
球不落地、不倒火炬、转移甜甜
圈。在各组队员的默契配合以及拉
拉队的加油呼喊声中，所有队伍成功
完成了各个项目。最后，创鑫时代广
场主席胡军为前三名颁发了荣誉证
书，趣味运动会在一片欢笑声与掌声

中圆满落幕。
“这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考验了我
们队员之间团结协作的能力，也让大
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增添了一份
轻松愉快的活动体验。”参加嘉年华
的员工十分享受活动带来的乐趣，也
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可以常办。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胡炳华） 近
日，从中泰中学传来好消息，该校女子足球队勇
夺余杭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赛冠军。
为期 4 天的 2019 年余杭区青少年校园足球
赛在临平阳光地带球场举行，蓝天白云，微风轻
轻，绿茵场上的女足姑娘们英姿飒爽。中泰中
学女子足球队经过激烈角逐，
勇夺桂冠。
近年来，中泰街道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发

展，特别是特色教育方面成绩显著，各校园积淀
深厚的办学底蕴，每个校园都有自己的品牌特
色。中泰中学女足队组队至今已有 4 年，女足
姑娘们不畏强手，一路挥洒汗水，拼搏进取，也
是硕果累累：2016 年曾代表余杭区参加杭州市
运动会足球赛，取得了第 7 名的好成绩；2017
年、2018 年均获得余杭区青少年足球联赛第三
名，学校也被评为杭州市足球特色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