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政府举行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

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昨天，区长
陈如根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
习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陈夏林、顾
国煜、王艳勤、周建华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全会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客观全面总结今年以
来工作成果，创造性回答了高水平推进省
域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
全局性重大问题，体现了省委对省域治理
的深刻洞悉和高远谋略，展现了“八八战
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崭新篇
章。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深
刻领会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宝
贵经验、目标要求、制度体系和重点举措，
结合余杭实际，对照中央全会精神和省委
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拓展“全域治理现代
化”建设，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争当区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排头兵，打
造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善治之区。

会议指出，当前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稳
步向前，人口集聚较快，区域之间、城乡之
间发展程度不一，社会治理现状复杂，推
进社会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迫切需要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围绕
明年工作谋划，要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管理，打好重大民生项目建设硬仗，努力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预防控制体系，加强消防安全、道路交通
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
等重点问题隐患的排查治理，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故、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物业
管理体系，因地制宜谋划并办好一批民生
实事和“关键小事”，加强各方联动，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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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
偏北风3-4级，气温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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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城在行动

锚定“高质量”推动“双引擎”发力
区经信局挂图作战 力量下沉项目一线

奋战60天 冲刺“全年红”

这个大眼睛的“神人”惊艳了世界
“他”让世人更好地理解感知良渚文化

我区首批6台廉租房
加装电梯交付使用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我6年前搬

到这里，一看是在5楼，心里不免叹气。现
在，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能坐上电梯，感谢
政府为我们办了这件大好事。”星桥街道
惠都家园 6幢 2单元的住户方国平难掩内
心的激动。现年60岁的方大伯视力不好，
平时爬楼梯很是吃力，“现在上楼又稳又
快，舒服。”迫不及待地试坐了一趟后，方
大伯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我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优
先惠及困难群众，向城镇保障住房延伸，
位于星桥街道惠都家园的6个单元廉租房
住户首批享受加装电梯福利。昨天，该小
区2幢、6幢各三个单元的加装电梯交付使
用，这 6台电梯不仅是杭州市首个廉租房
加装电梯项目，也是我区首批成片加装电
梯项目，惠及144户廉租房住户。

考虑到廉租房住户经济承受能力，我
区参照有关文件，将惠都家园两幢加装电
梯所需建设费用及后期管理费用全部由
区财政承担，电梯的后期维护管理则统一
纳入惠都家园小区物业管理。

加装的电梯浅灰色外立面勾勒以黑
色线条、简洁大气，与原有房屋建筑几乎
融为一体，昨日的交付现场喜气洋洋，每
台电梯门上头都披上了红绸带。

记者看到，这 6台电梯都是紧贴单元
楼道而立，入口空间开阔，而且平层入户，
住户进出非常方便。更令住户欢喜的是，
每层入户口都加装了一个宽 2米、长 5米
左右的连廊，让原先一梯四户的局促公共
空间变得开阔。每个连廊都安装好了窗
户，还在下部贴心地贴上了防透膜。

“几乎不用力气，几秒钟就上来了。”
有了电梯，住在2幢2单元6楼的住户周红
乔心安了，6楼空气好，她很喜欢，现在还
不用为上楼发愁了，就住得更舒心了。

据了解，惠都家园这批电梯加装 8月
底开工，采用装配式加装模式，实现加装
电梯“更快速、更安全、更优质、更贴心”，
让群众享受到了加梯带来的便利。

据悉，今年 9月开工的余杭经济技术
开发区星河嘉园的 20台“批量生产”的加
装电梯也即将投入使用。共 11幢楼 20个
单元的 5层高人才公寓 20部电梯分四个
批次安装，同样采用装配式加装电梯模
式。

截至目前，加上昨日交付使用的6台加
装电梯，全区累计已完成加装电梯50台。

（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李良邑）最
近，区经信局牵头召集相关部门、镇街、平
台，赴星桥街道协调银都餐饮股份有限公
司枉山募投项目二期开工事宜。据“银都
餐饮”反映，枉山募投项目一期已竣工，因
双路供水不到位，厂房无法投用；二期拟
在年底开工，因地块不规整，项目方案难
以确定。

区经信局梳理问题症结后，与相关部
门、镇街、平台共同探讨解决路径，建议各
司其职、各尽其责，同心同向、攻坚克难。
这是该局奋战四季度、冲刺“全年红”的一
个工作剪影,也是经信干部服务企业的一
个缩影。

今年 1-10月，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 361.18亿元，同比增长 3.6%，增速较
半年度提高 2.1个百分点；完成工业投资
82.94亿元，增长7.1%，在全市目标任务为
12%的考核地区中，增速位列第二位。

当前，区经信局正紧紧围绕“增总量、
优存量、促增量、提质量”目标，紧扣“新时
代”，锚定“高质量”，推进数字经济和制造
业“双引擎”发展。区经信局局长郭云伟
向记者列举了一串振奋人心的数据：截至
目前，全区累计上云企业 14600余家，有
200余家企业应用物联网技术，其中 122
个试点项目通过验收，9个项目被评为杭
州市示范项目，总量均位居全市第一；今
年余杭有 29个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入选
市级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攻关项目库，位居
全市首位；全区新备案 500万元以上技改
项目 381个，计划投资 129.03亿元；实施

“机器换人”项目 100个，完成投资 13.02

亿元；全年累计引培7家省级“机器换人”
工程服务公司；根据《浙江省区域两化融
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余杭的“两化融
合”发展指数达 104.85，连续三年排名全
省县（市、区）第二。

“我们深刻理解智能制造在加快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关
键作用，为此我们以智能制造为方向，以

‘互联网+制造’为主路径，相继启动实施
机器换人、工厂物联网、企业上云、工业互
联网等专项行动，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成效
明显。”郭云伟说。

半个月前，区经信局牵头组建首席信
息官（CIO）俱乐部和服务商联盟。通过组
织数字化改造、智能制造等培训研讨、技

术咨询、信息交流等活动，制造业企业的
智能化技术咨询诊断工作已全面铺开，点
对点服精准务有意愿改造的企业，实现从
项目方案、落地实施、政策补助、绩效评价
等方面的闭环服务。通过加快政府、企
业、服务商三级联动，建立诊断服务与业
务培训、管理咨询服务联动的企业数字化
改造联动机制，余杭数字化改造合力正加
速形成。

眼下，区经信局正强化项目跟踪和全
程服务，依托“亲清直通车”“亲企办”等平
台载体，构建政府服务企业“双向互通”信
息平台，及时解决企业在项目推进、工业
投资中的痛点难点。

本报讯（记者 陈轶东）美丽洲畔，
群贤毕至。莫角山旁，文脉延绵。昨日，
中国作协副主席、国务院参事、第二届“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抗抗带领 10名全国
知名作家走进良渚，寻访良渚古城的前世
今生。张俊杰、王姝参加活动。

“中国作家走进良渚”采风活动由良
渚遗址管委会、区文联联合《中国作家》杂
志社共同举办，旨在持续发挥良渚文化的
世界级影响力和对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
带动力，让良渚文化更好的走向中国、走
向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在 11名全国知
名作家中，有2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5
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良渚遗址管理局局长张俊杰表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经济科技力
量，更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文学创作是历
史文化传承不可替代的重要方式，也是坚
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良渚不乏生动
的故事，期待众位作家成为“良渚世界”的
书写者，“良渚价值”的传播者，“良渚精
神”的挖掘者，为良渚遗址保护、传承、研
究、利用事业注入新能量、新助力。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姝表示，相
信通过知名作家的生花妙笔，一定能为全
国的读者朋友呈现出良渚文明的生动气
韵、深厚底蕴、非凡魅力，创作出更多反映
余杭灿烂文化、悠久历史、火热实践的精
品力作。

活动当天，作家们参观了良渚博物

院、瑶山遗址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听取
讲解进一步丰富对良渚文化的认知。河
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

春雷在参观后表示，“我来自黄河文明的
发源地，良渚文化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特
别真实和震撼。这次采风活动让我们直

观地了解古代良渚人的衣食住行，为我们
的创作提供素材与灵感”。

群贤毕至群贤毕至 中国知名作家团到良渚采风中国知名作家团到良渚采风

张抗抗（左三）等知名作家在良博院参观

温台企业成余杭经济
发展重要增长极
本报讯 （记者 陆文华 通讯员 范

爽）记者日前从余杭温台商会年度会议上
获悉，目前在余杭注册的温台企业及个体
户逾3000家，投资领域涉及装备制造、机械
电子、汽车摩托、纺织服装、建筑房产、商贸
物流等行业，成为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区领导陈夏林、李敏华、戴桂
香，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市政府驻杭
办事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温台商会会员
企业100多位嘉宾参加年会。

据统计，2019年，温台企业产值约占余
杭工业经济产值 20%，多家企业进入余杭
百强企业行列，带动着大大小小的余杭温
台企业互帮互助、资源共享、抱团发展，成
为余杭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余杭温台商会深入会员企
业，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切实解
决企业实际困难，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政策咨询、企业维权等支持，搭建金融
服务合作平台，解决企业融资、担保等难
题；组织开展企业办公室主任培训班、贤内
助畅游径山寺丽人采风摄影等活动；承担
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组织开展扶贫帮
困活动、八一建军节慰问人民子弟兵等活
动，赢得社会各界的肯定。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工业产
值、财政收入等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增
长。陈夏林在致辞中表示，余杭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温台商会各位企业家所做
出的贡献。下一步，区委、区政府将抓住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接轨
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主动承接辐射带动，
打造高质量示范样板区，营造更好的营商
环境，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希望余杭温台
商会一如既往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荐
更多的企业在余杭进驻扎根、茁壮发展。

区经信局干部走访杭州振华日化玻璃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这个大眼睛
的“神人”图案，是良渚文化标识，您可能在
一些关于良渚文化的宣传片，或者文创产
品上见过“他”。作为良渚文创的典型代表

之一，这个“神人”今后将更广泛地出现在
我们周围，成为宣传良渚文化的小能手，让
世人更好地理解、感知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标识由良管委与西泠印社集
团旗下西泠东道（杭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共同设计制作，数易其稿，设计者以良渚文
化最具代表性的玉琮与神人兽面纹为创意
出发点，融合了良渚先人天圆地方的宇宙
世界观，并将良渚出土的器物、符号、雕刻
通过设计语言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图形进行
再创作，具有良渚文化典型标识性。良渚
文化标识目前运用于广告传播、文创产品、
室内景观等不同场景。

昨天，记者从良管委得知一个喜讯，我

们的“神人”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同时
入围年度德国设计大奖，将帮助良渚古城
遗址、良渚文化传播走得更好更远。

据了解，红点设计大奖是国际公认的
全球工业设计顶级奖项之一，每年吸引超
过60个国家、10000多件作品投稿参赛。得
奖作品可获得在德国埃森的红点博物馆展
出机会。德国设计大奖则是德国设计行业
内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范围内含金量最
高的设计大奖之一。被提名的产品大多数
获得过国际级别的设计大奖，因此也被称
为“设计奖中奖”，是设计行业竞争最激烈
的顶级奖项之一。

良渚文化标识是良渚文创的一部分，

也是其典型代表之一。近年来，良管委持
续在文创产业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尤其
在今年，良管委深入推动后申遗时代文旅
融合发展，与金融机构、研学机构等多方合
作，不断开发利用良渚文化 IP，研创推出良
渚文化文创系列产品，目前已有成熟的文
创产品超过400件，与之合作的文创企业遍
布全国。

日前，良管委还在上海开幕的第二届
长三角文博会上发布《中华 5000年文明实
证——良渚古城STEM科学探索》标准系列
课程，整合历史考古和文化教育领域的优
质资源，面向全国推广，旨在助力中华文脉
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