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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做好大运河周边
文物保护工作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国贤调研
大运河（余杭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柴媛媛) 昨天上
午，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国贤一行来我区塘栖镇
调研大运河（余杭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情况。戚
哮虎、张振丰、王姝及省市区有关部门参加。
阳光明媚，暖风和煦，广济桥边，越韵悠扬，
大运河畔，游人徜徉。朱国贤一行从景区广济桥
步行街一路走来，分别走访了水北街、乾隆御碑、
广济桥、余杭方志馆、24 小时图书馆等，详细了解
商家经营、景区运行情况，并现场听取了大运河
（余杭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关情况汇报。
塘栖古镇景区于 3 月 1 日全面开放，目前 123
家商户已开张，景区餐饮店已提供堂食，本周起
景区恢复日常管理模式。
在明清一条街，朱国贤问候了街边的商户，
详细了解商户开业时间和经营情况，鼓励他们要
对景区发展有信心，未来会更好。在乾隆御碑
亭，朱国贤表示，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他叮嘱
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大运河（塘栖段）周边的文
物保护工作。
余杭区大运河（余杭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塘栖镇设计范围东起塘北村，西至恒强码
头，全长约 10.1 公里。根据建设要求和总体思
路，塘栖镇大运河沿线定位为“古镇风情、工业遗
韵”。设计范围内主要涉及两岸古镇、村镇和厂
房；设计宽度 20 米至 500 米不等，总景观面积约
141.9 万平方米；设计重点为绿道与历史街区的串
联、工业用地的活化整理。整体景观共涉及三个
自然段：
古道田园段、塘栖风韵段、宜居水岸段。

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偏南风 3-4 级，气温 18-27℃。

惠企政策“码”上兑现

余杭租房补贴发放人数超 10 万
本 报 讯 （记 者 徐 赣 鹰 通 讯 员 孙
杰 元丽娜） 昨日 15 时，杭州政商“亲清
在线”数字平台驾驶舱显示，第 100854 位
在余杭租房的企业员工，领到了政府发出
的 500 元疫情期租房补贴。
“亲清在线”数字平台自 3 月 2 日下
午上线至今 23 天时间，余杭政府部门已
经向余杭企业员工“码”上兑付 5000 多
万元房租补贴。昨天，杭州诗亦格服饰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富伟高兴地告诉记
者：“到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有 130 位员
工 收 到 了 租 房 补 贴 ， 总 金 额 有 65000

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疫情期，我们公
司克服困难复工复产，加班加点把损失
掉的业绩抢回来。现在我们的产能恢复
率基本到了正常水平，员工数量也比去
年有所增加。租房补贴对外来员工来
说，是一个暖心举措。现在国内推出了
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做强国内市场的重
磅政策举措，我们公司将顺应时势，和
国内一线自主品牌协同发展，把更多精
力投放在内需市场。”
“亲清在线”平台的温暖也实时传递
到了杭州南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有 363 名员工收到租房补贴，总计金额
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政策之一。为做
达 18.15 万元。这些员工很多来自四川、
好充分准备，余杭区有关部门抽调骨干
云南、河南等省份，他们在严格做好自身
成立服务小组，调取各个辖区企业员工
防疫的前提下，第一时间投入到企业复工
数据，对全区符合企业员工租房补贴人
复产中。南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数进行初步测算，并结合“三服务”走
郭锋告诉记者：
“在各项惠企政策支持下，
访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申报指导。从
我们企业员工复产积极性高涨。目前公
技术、操作、时间等环节，提前进行全
司锂电池订单饱满，产能恢复迅速，现在
流程模拟，确保兑付顺畅便捷。当前，
日均产能已经达到去年最高峰时的 1.5
余杭正在进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倍，为完成全年经营指标奠定了很好的基
社会发展“双线作战”，“亲清在线”数
础。
”
字平台建立起了政企之间双线互动的
企业员工租房补贴是疫情期覆盖面 “连心桥”。

普宁牡丹提前绽放 花期将持续至清明

分析研判形势
提振发展信心
我区召开外贸企业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 通讯员 张思奇） 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给外贸企业带来的影响，
昨天，区政府召开全区外贸企业座谈会，了解外
贸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遇到的各种难题，
共同研析特殊形势下的外贸出口工作。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陈夏林参加会议。
会议邀请了春风动力、华立集团、银都餐饮、
天元宠物、华鼎集团、泰格电子、余杭外贸、余杭
轻工、子不语等区内重点外贸（跨境电商）企业及
区家纺协会、区装备制造协会负责人参加。区发
改局（金融办）、
区经信局、
财政局、
人力社保局、
商务
局、税务局、金控集团、海关余杭办事处、人民银行
余杭支行、银保监会余杭监管组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上，区家纺协会、区装备制造协会以及来
自不同行业的 9 家外贸企业代表，结合当前全球
疫情形势，畅谈了企业在进出口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并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相关部门、企业围绕下一步外贸工作开展了讨论
和研究。
陈夏林指出，外贸是拉动增长的重要动能，
对就业和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要高度重视稳
外贸工作，全力以赴稳住外贸基本盘。商务等相
关部门要深入企业走访联系服务，全面梳理分析
企业反映的困难、碰到的问题，加强外贸形势研
判，密切监测外贸指标，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企业主体要增强信心，危中求机。余杭企业
在全球拥有较好的客户渠道、品牌口碑等资源积
累，要进一步练好内功、挖掘机会，争取实现逆势
发展。陈夏林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余杭不遗余
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
了良好效果。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全区相
关单位部门将进一步问政于企、问需于企、问计
于企，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提供精准高效服务，持
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政企通力协作，
共渡难关。
目前，我区星级酒店均已复工，正常营业。
此次会议安排在酒店举行，旨在响应省政府关于
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实施意见，促进疫
情后消费市场复苏。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
孝 马玮璐）“3 月 22 日，‘牡丹王’绽放
出第一朵牡丹花，比往年早了十多天。”仁
和街道第十六届普宁牡丹花会启幕在即，
普宁村牡丹园内玉楼春、二乔、雪塔等不
同品种的牡丹已悄然绽放。
普宁牡丹距今已有近 600 年的种植
历史。相传民族英雄于谦当年手植 18 株
牡丹在普宁寺大殿前，饱经沧桑，目前仅
剩 1 株，当地人称“牡丹王”，十分珍贵。
这两天天公作美，牡丹园里的牡丹已开得
很旺盛，红的、粉的、白的牡丹争相吐艳、
风姿绰约，游客们有的拿着手机定格牡丹
最美的瞬间，有的与牡丹合影留念，还有
的带着孩子一边欣赏牡丹一边讲于谦的
故事。
“每年都会来转转，今年牡丹花提前
开了，所以赶紧来一睹牡丹芳容。”家住东
塘村的施阿姨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普宁村 33 亩的牡

丹主题公园内，种植的 1000 多株牡丹也
含苞待放，迎风摇曳。
“牡丹公园里种植了
20 多个不同品种的牡丹，包括花王、绿幕、
二乔、雪塔、乌金、岛锦等，还有芍药花、樱
花等花木。”仁和街道普宁村党总支书记

嵇萍说。普宁牡丹的花期有 10 天左右，
这两天正是最佳观赏期，由于不同品种花
期各不相同，整个牡丹园与牡丹主题公园
内的牡丹赏花期将持续至清明节前后。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今年牡丹

花会较为特殊，将以“云赏牡丹”的形式开
展一系列活动，市民们可以通过直播、线
上互动等方式欣赏牡丹芳容、参与“我画
牡丹赠英雄”
等各项活动。

“余杭扶贫记”
系列报道

高质量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苗族女工：在余杭人开办的工厂里我学会了技术
（记者 周铭）
“我们早开工了，疫情耽
误了一点时间，现在要赶订单。”电话那
头，刘泥抱说话的声音响亮，中间还夹杂
着一阵缝纫机的
“咔咔”
声。
苗族女工刘泥抱告诉记者，受疫情影
响 ，工 厂 推 迟 复 工 ，生 产 进 度 受 到 了 影
响。不过，他们厂是台江县最早复工的企
业之一。
“我们现在抓紧赶进度，在家‘宅’
了那么久，还是加班有劲头。”说完，车间
里传来一阵笑声。

刘泥抱是贵州省台江县台拱街道红
阳镇的一位苗族妇女，也是台江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贫困户，现在居住在方黎湾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她所说的工厂就是
位于我区扶贫项目——余杭扶贫产业园
方黎湾园区里的一家浙商企业，名称为贵
州繁荣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记者不由地想起第一次见到刘泥抱
时的情景，那是今年一月初，公司刚开业
不久，刘泥抱在自己的工位上认真地忙碌

着。和很多苗族妇女一样，她带着好看的
头饰，穿着民族服装，双手灵巧地在缝纫
机上移动着。
看着记者的镜头对着她，刘泥抱不好
意思地低下了头，继续干着手里的活。后
来她告诉记者，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
镜头对着她，心里有点害羞也有点紧张，
“不过，手里的活不能马虎！”刘泥抱笑着
说。
（下转第 2 版）

刘泥抱在生产线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