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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集束

五常街道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梁
洁）由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指导，杭
州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主办的“聚
联盟之力，襄科创未来”——2019年杭州
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年会日前举
行。

杭州未来科技城党工委委员、创新
经济促进局局长陆建友对科创联盟过去
一年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希望科创园区
联盟继续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园区发展，
整合内外部资源，为联盟各成员单位及
相关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更好地为各园
区赋能，让更多的园区和优秀企业在未
来科技城蓬勃发展。

2019年，杭州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
联盟围绕“聚人心、提服务”的工作计划，
先后起草制定了《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
联盟章程》《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建
设管理办法》，不断加强联盟内部建设；
聚焦政策引领和产业发展，组织开展“余
杭区66条新政宣讲会”“恒创中国创业大
赛”“杭州好项目”等“双创”服务活动300

余场；同时，发起策划《科创人物汇》品牌
栏目，大力推动联盟品牌化发展。2020
年，杭州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将持
续壮大自身力量，为杭州未来科技城各
科创园区的发展进一步搭建平台，推动
园区建设发展。

年会现场还揭晓了“2019年度杭州
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优秀园区、优
秀企业、先进园区工作者”评选结果，恒
生科技园等9家园区获评“优秀园区”，杭
州迪英加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获评

“优秀企业”，高伟等 9人获评“先进园区

工作者”。
创新管理领域著名学者吴晓波教授

在年会上作了题为《从美妙的 S曲线谈
起》的主旨演讲，吴晓波从技术周期变革
的 S型曲线谈起，以苹果、华为、UT斯达
康等公司的历史发展周期为例，分析了
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企业如何应对技术快
速迭代下的范式转型，并引导与会企业
家和园区从业者思考如何在充满不确定
性的时代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抓
住产业变革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联盟秘书长赵静向记者表示，新的
一年，杭州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将
继续秉持“服务园区、整合资源、优势互
补、共建产业”的理念，紧紧围绕杭州未
来科技城“一城三地三中心”的建设目
标，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把联盟打
造成为政府的好帮手、园区的好助手、企
业的好推手，不断增强杭州未来科技城
各科创园区的整体实力和综合水平，把
杭州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建设成为
全国标杆。

聚联盟之力 襄科创未来
未来科技城科创园区联盟举行年会共话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徐建丹）春节临近，为表彰优秀外
来务工人员，让他们了解余杭，爱
上余杭，领略第二故乡的美丽，提
升在第二故乡生活就业的归属感，
未来科技城总工会组织开展了优秀
外来务工人员一日游活动，50余名
职工走进梦想小镇参观。

这些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有
的是劳动模范，有的是余杭工匠，
有的是技能带头人。他们在梦想小
镇走过创业大街、走进学术交流中
心，参观了杭州光大环保能源项
目，感叹着未来科技城发展之快。

未来科技城拥有大量外来务工

人员，在电子信息、创意设计、环
保医药等行业都活跃着他们的身
影。近年来，未来科技城不但把外
来务工人员纳入到各类先进评比活
动之中，还开展了免费技能培训、
送温暖等活动，大大增强了他们的
归属感和幸福感。

浙江菜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事
业部总经理郑夏已在未来科技城工
作多年，她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
的家。“这次活动让我感觉特别开
心，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都
从五湖四海而来，聚在未来科技城
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奉献着自
己的力量。”郑夏说。

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让百姓过个平安年

本报讯（记者 孙晨 通讯员 胡炳华）为
确保春节期间辖区各领域的安全稳定，中泰街
道近期组织人员进行各领域清查整治行动，中
泰派出所全体民警队员、街道工作人员、网格
员、志愿者等100余人参加。

整治行动中，街道交通组在杭泰路、中泰
路、02省道等地劝导、处理骑电动车未佩戴头盔
和违法停车等行为；中泰派出所则组织力量对
具有潜在制毒制爆风险的企业进行安全检查；
街道各村社工作人员及网格员对出租房、建筑
工地、公共场所等进行了安全巡查。

接下去，中泰街道还将继续加大排查整治
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祥和”
的节日环境。

本报讯（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钟
佳菲）“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新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连具塘村的年味
也越来越浓。为了庆祝连具老桥修复
竣工，日前，连具塘集镇上的乡亲们遵
照传统，自发组织了“新年祈福礼——
行桥仪式”，祈愿新年鸿运连连。

据当地村民介绍，“行桥”是连具
塘村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坊间自古
以来就有一种纯朴的共识：架桥修路
是好事、喜事、吉祥事，所以但凡有新
桥建成，人们就会敲锣打鼓放鞭炮，金
龙狂舞腾秀水，携老扶幼过福桥，寓意
乡亲父老们走完这一遭，新的一年就
会过得风调雨顺、平平安安。

此次修复竣工的连具古桥，始建
于光绪十三年，迄今已有 133岁高龄，
它伴随着一代又一代村民走过四季轮
转，走过世事变迁，是乡亲们心中无法
割舍的乡土记忆。在涅槃重生的连具
古桥上走一遭，对祖祖辈辈在集镇长
大的村民们来说，既是图个新年好彩
头，也是追寻记忆里的“乡愁”，意义更
加浓厚。

与行桥仪式同时开展的还有打年
糕、送春联、锣鼓迎春、舞龙闹春等年
俗活动。人们品尝着白糯糯、香甜甜的
年糕，传递着春联和福字，观看着龙灯
闪转腾挪，一时间整个集镇热气蒸腾，
人声鼎沸。

2019年度优秀科创园区

同游梦想小镇
领略第二故乡之美

走在乡间古桥上
追寻乡愁 祈福新年

文一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启用
1167位老人家门口享优质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万建丹） 近
日，位于五常街道同顺街北侧西溪北苑北门的五
常街道文一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正式运营，文
一社区 1167位老人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优质贴
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文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面积约
1600平方米，其采用了玻璃代替砖墙的设计，
室内空间显得格外通透、敞亮。中心内设老年
食堂、心理疏导室、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
室、洗衣间、休息室、网络阅览室等，其中老
年食堂最受老人们欢迎。

中心将本着“为老人献爱心，替子女尽孝
心”的服务宗旨，秉承“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
己，让老人满意就是我们工作的追求”的服务
理念，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等关怀与
关爱服务。

闲林街道

孩子出门险走失
热心人士帮找回

本报讯（通讯员 汤葛月人 记者 张孝东）
“谢谢你们帮忙找到了我的孙女，太感谢了。”近
日，居民阎阿姨带着4岁的妞妞来到竹韵社区服
务大厅，向社区表达谢意。

1月 13日上午，竹海水韵小区刘女士和先
生买完菜回小区，看见一个 4岁左右的小女孩
在马路上来回走，像是迷了路，他们马上带小
女孩来到了竹韵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拨打了110，还将女孩走丢的信息转发至各交流
群，并通知了物业。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
耐心地询问小女孩，在只言片语中得知她是和
奶奶一起出门买菜时走散了，平时和爸爸妈
妈、哥哥一起住，但无法获知孩子家人的联系
方式。

通过社区、110民警、竹海水韵小区物业及
居民们的帮助，2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奶奶急
匆匆地赶到了社区，见到孙女的那一刻，她开
心又激动，连声感谢热心人和社区提供的帮助。

余杭街道

送对联 旗袍秀
金源公寓小区开展迎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景冠 记者 张孝东）近
日，由通济社区党委、妇联牵头，金源公寓业委会
与杭州展发物业联合开展了“我爱金源，幸福万
家”迎春活动，共享垃圾分类创建成果，进一步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余杭街道通济社区金源公寓于 2019年度成
功创建余杭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作为区
级规范化示范小区之一，金源公寓小区生活垃圾
减量明显，分类投放规范准确，垃圾分类早已成
为小区居民的自觉行为，垃圾分类的宣传覆盖率
和居民知晓率均达到100%，并多次荣登区级、街
道级垃圾分类红榜。

活动现场共设有迎春送对联、旗袍秀、排舞、
军乐表演、红十字会测量血压、垃圾分类小游戏、
积分兑换以及杨大姐党员便民服务等环节。居
民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处处充满着
欢声笑语。

此次活动为社区居民搭建沟通交流平台，营
造了热闹的节日气氛，也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关注
和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让广大居民更好地了
解、支持并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

中泰街道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梁
洁）记者日前从未来科技城相关部门了
解到，由梦想小镇入驻企业杭州稻道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稻道”）
参与、浙江大学主持的“水稻有害生物的
生态工程治理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
广”项目，获 2016-2018年全国农牧渔业
丰收成果奖一等奖。

“杭州稻道”这个企业，很多人都不
太熟悉，但一说到他们的成果，住在梦想
小镇周边的不少市民却都知道。在梦想

小镇金色长廊的西侧，有一片约一亩左
右的粮田。随着四季更替，田里会周期
性地种上油菜花和水稻，而这些植物，就
出自“杭州稻道”之手。

据介绍，该粮田结合杭嘉湖平原油
稻两熟种植模式，在冬春季节会种植8种
颜色的油菜，寓意梦想小镇创业青年“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每年 3月份，油菜花
盛开，寓意创业青年才（菜）华（花）横溢；
到了夏秋季节，就会种植上水稻，寓意创
业青年努力终得回报，水到（稻）渠成。

这些油菜和水稻，既具观赏价值，又
可食用，同时兼具生态价值，如今已成为
梦想小镇一道靓丽的风景。

“此次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成果
奖一等奖，说明公司在种植领域已被国
家承认拥有极高的水平和实力。”杭州稻
道创始人刘占宇博士向记者坦言。

据了解，杭州稻道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由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杭
州师范大学等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共同
发起成立，其秉承“消费者健康之道、农

产品健康之道和生态环境健康之道”的
理念，以恢复和保持健康的农田生态系
统为核心目标，保护农田自然环境和生
态安全。项目团队长期从事水稻病虫草
害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致力于发展
和提升农作物有害生物治理，先后承担
数十项国家级课题和省重点研发项目。

目前，杭州稻道已先后与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新西兰林肯大学等国内外 30余家涉
农高校达成了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伍
森林）为切实加强未来科技城重点建设
区块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春节期间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昨天下午，由未来科技城
党工委书记梅建胜带队，未来科技城（海
创园）管委会组织区住建局建筑工程安
全监督站、余杭消防大队、仓前街道、五

常街道、余杭街道等单位负责人，开展了
春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检查组先后对人才公租房、海创园
首期、省委党校二期项目临时宿舍区等
地进行了重点检查。检查人员对各单位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安全生产制度建设
等情况进行了询问；对消防设备的配备、

危险区域的警告警示标识、隐患的排查
等工作进行督促。同时详细了解了企业
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安全人员的配备
及安全设施的投入等问题，并对安全疏
散通道畅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方面
进行了认真检查，指出隐患排查、安全教
育、责任落实、现场管理一个都不能少。

梅建胜表示，各单位要紧绷安全这
根弦，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切实做好
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要提升安全意
识，健全安全生产体系，筑牢安全防线。
要抓实抓好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检查整治
工作，进一步研究办法、完善制度，保障
群众生命安全、社会和谐稳定。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成果奖揭晓“杭州稻道”斩获一等奖

未来科技城开展春节前安全生产（消防）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