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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雨渐止转阴，下午起阴转多云
偏东风 3-4 级，气温 24-29℃。

以排头兵姿态和担当 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余杭力量
我区举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轮训开班仪式暨区委书记专题党课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孙明姝 陈书恒 凌怡）
昨天上午，我区举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轮训开班仪式暨区委书记专题党课活动，
以集体学习的形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振丰带领全区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省、市委全会精神，并结合当前
工作作学习交流。专题党课采用视频方式
举行，陈如根、张俊杰、祝振伟、李忠誉等区
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全区 2000 多
名党员干部集中参加在线学习。
专题党课前，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面对
党旗庄重宣誓。
“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实的行

动、更优的成绩，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省、市委全会精神，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
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完善自我，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在全省建设新时代全面
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窗口过程中争当排头兵。”张振丰围绕“以排
头兵的姿态和担当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
余杭力量”主题，畅谈学习体会，交流工作思
考并提出希望要求。
张振丰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余杭
坚持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全区党员干部忠于职守、勇于担

当，体现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
和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要继续保持高度
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在危中求机，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战全胜”
贡献力量。
张振丰要求，要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切实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认
识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展示了当代
“中国之治”的高度自信，以强烈的政治意识
和历史担当，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区域治理现代
化，为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要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
和杭州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市委全会精神

的核心要义，学深学透学好省市委全会精
持续深化“三服务”工作，把落实“六稳”
“六
神，进一步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要主动地思
保”作为“三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抓深
考谋划为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在余杭落
基层治理，完善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实落地建言献策。党员干部要为绘就“重要
中心、城市大脑·余杭平台建设，增强城市社
窗口”的最美余杭画卷贡献智慧和力量，努
区治理能力。要抓细城乡建设。持续推进
力争当“重要窗口”的建设者、维护者、展示 “靓城行动”，完善推广“虎哥回收”2.0 模式，
者。
全力打造全国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持续
张振丰强调，要立足当前、狠抓落实，把
放大良渚成功申遗后续效应，办好“杭州良
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同推进我区各
渚日”活动。要抓紧村社换届工作，确保选
项中心工作任务贯通起来。下一步，要抓好
举结果实现组织意图、体现群众意愿，充分
疫情防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突出科学防
彰显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要抓严干
控、精准施策，慎终如始、严字当头抓好常态
部队伍建设，谦虚谨慎、对标一流，守好底
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抓实三大比拼，聚
线、不碰红线。
焦重点抓项目推进，强化合力抓双招双引，

107 个项目 总投资超 600 亿

余杭区 2020 年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云签约”活动举行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明 姝 陈 书 恒 凌
怡） 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重大
项目的带动。当前，杭州正全力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首创“企业复工复产数字
平台”
“杭州健康码”
“亲清在线”
“读地云”
等应用，抢抓机遇推进“双招双引”，全市
经济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昨天上
午，我区举行 2020 年二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暨“云签约”活动，二季度可签约优
质项目超 80 个，总投资超 350 亿元，本次
遴选了 49 个优质项目代表进行集中云签
约；集中开工活动共安排 26 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约 249 亿元，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双引擎”驱动蓄足了后劲。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振丰，区领导陈如

根、阮文静、祝振伟等参加活动。
本次可签约项目数、总投资额均较去
年同期“翻一番”，其中总投资超百亿元项
目 1 个，超 10 亿元项目近 10 个，这些项目
中既有阿里云数据中心、无人直升机、电
商直播等一批新基建、新制造、新电商优
质项目，同时聚焦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
产业，大力引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签约了阿诺医药项目等一批制造领域重
点项目，还有微软人才与服务平台项目、
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杭州分院项
目等“高端科技、高端人才、高成长性、高
附加值”
项目。
云签约活动中，杭州阿诺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董事杨东晖，北

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义章，中国动漫集团副总经理孙浩，山东
科芯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秉永等签约
代表在线交流。
2020 年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共安排 26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 249 亿
元，其中，杭州百联奥特莱斯广场、宝龙星
创玩创综合体、意丰歌服饰新制造等重大
产业项目 10 个，区五院改扩建、中法文化
村等重大民生项目 10 个，临平自来水厂
一期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6 个。上述重
大项目共涉及 11 个责任主体，其中，临平
新城 6 个，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5 个，未来
科技城 3 个，良渚新城、区旅游集团、区农
林集团、余杭街道各 2 个，钱江经济开发

区、崇贤街道、区卫健局、区环境（水务）控
股集团各 1 个。
张振丰在活动致辞中表示，余杭综合
环境好，发展前景广，亲商氛围浓，在疫情
影响下招商引资工作实现逆势“丰收”，充
分体现了企业与余杭之间深度互信，是企
业家对余杭投资环境的高度认可。余杭
将始终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
壮成长”的理念，做到“人人都是亲商员、
个个都是安商员”，全力以赴为投资者营
造条件更优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做精做大
做强和人才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撑，让广
大客商投资放心、创业舒心、发展更有信
心。希望更多优质企业、创业团队来余杭
投资兴业，
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千岛湖供水工程
城北线昨正式通水
本报讯 （临平报道组 吕波） 一
湖千顷碧，奔涌黄金道。昨天上午 10
时，随着阀门缓缓开启，一泓优质的
千岛湖水从城北线输水通道注入，杭
州市千岛湖供水工程城北线建成通
水了，这标志着杭州市供水格局进入
了新的阶段：杭州城北及余杭区临平
创业城全域和未来科技城、良渚文化
城大部分区域的居民，也可以喝上千
岛湖优质水了。
2019 年 9 月 29 日，千岛湖配水工
程和供水工程九溪线全线贯通，九溪
线供水范围内的居民喝上了“头口
水”
。
而杭州城北和余杭地区的供水
水源以苕溪为主，主要供水水源单
一，水源水质易受上游影响，应对突
发水源污染事故能力较低，供水水源
面临着多重压力。随着经济不断发
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
断增多，杭州城北和余杭地区的城市
供水压力也不断增加。城北线为千
岛湖供水工程的配套输水通道工程，

起点为九溪线、城北线共用段输水隧
洞（大毛坞节点），终点为绕城高速与
仁和大道交界处（仁和节点），全线长
28.6 公 里 ，设 计 输 水 规 模 165 万 吨/
日，总投资 28.5 亿元，堪称用水“大动
脉”
。
城北线通水后，主要承担着向城
北祥符水厂以及余杭仁和水厂、獐山
水厂、宏畔水厂、塘栖水厂、运河水厂
输送千岛湖原水的重要功能。自
2018 年 3 月正式开工以来，历经 800
余天的艰苦奋战，城北线先后于 2019
年 10 月、12 月实现“洞通”
“ 管通”等
关键节点目标，如今建成通水运行，
全面打开杭城供水新格局。
记者从水务部门了解到，千岛湖
供水工程相关的江南线、闲林水厂、
祥符水厂正在抓紧建设（扩建）中，其
中闲林水厂一期今年年底将基本建
成，江南线工程预计 2022 年完成建
设。
（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记者特别
采访了区环境（水务）控股集团，详见
第 3 版）

穿越时光落在每个人心里

我区召开基层企（事）业工会工作会议

良渚古城遗址“入遗”周年记之活态利用篇

址管理区管委会进一步发挥良渚古城遗
址作为世界遗产、文明圣地的辐射效应、
集聚效应，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协同发展，良渚文化活态利用得到新
发展，品牌打造凸显新价值，把“良渚故
事”
讲深讲活讲精彩。

着力打造良渚文化大 IP
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目前在文化
IP 打造、文创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等工作
上努力开拓，全力助推良渚文化的传承利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昨天下午，余杭区
科创园区党建工作推进会在中国人工智能小镇
举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红丹出席会议。
会上，余杭区科创园区及园区企业优惠金融
服务项目、余杭区科创园区及园区企业法律服务
项目、余杭区科创园区及园区企业人才服务项目
陆续发布。这 3 项服务项目，内容涵盖金融、法
律、人才 3 个方面，旨在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激发科创园区企业活力、服务人才成长、凝聚
党员职工强大力量，从而助力科创园区企业发
展。
朱红丹在会上指出，科创园区是余杭产业转
型升级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科创
园区党建是巩固党在新领域新业态执政基础的
前沿“阵地”，只有抓住新领域新业态，才能抓住
两新党建工作的牛鼻子。
朱红丹强调，深化和推进科创园区党建工
作，需要各科创园区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
抓好科创园区党建工作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聚焦推进科创园区党建工
作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加强组织领导，进一
步夯实科创园区党建的工作基础和制度保障。
杭州余杭高新园区创业中心党支部、人工智
能小镇党委、仓前街道党工委、区科技局党组围
绕科创园区党建工作从不同层面进行了交流发
言。
会前，与会科创园区运营方负责人和党组织
负责人还参观了创鑫时代广场、拎包客青年创业
社区、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等科创园区。

促发展 诚服务 参治理

把
“良渚故事”讲深讲活讲精彩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摇慧敏） 一款
带有“神人兽面纹”
“ 玉琮”等良渚文化标
志性元素的“金镶玉”
《金钰良源》，近日在
工行杭州分行正式发售，引起贵金属投资
者的浓厚兴趣。
“目前，获得我们授权，含有良渚文化
元素的文创产品共计有 350 余款。”杭州
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文化产业局局长
马东峰说，有力地助推了文化 IP 打造和文
创产业发展。
自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后，良渚遗

余杭区科创园区
党建工作推进会举行

用和遗产区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建立健全文创体系，促进 IP 转
化。筹备已久的良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由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与省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联合组建，围绕良渚文化大 IP 开
发，共同打造“良渚国家级文化高地”。良
渚文化文创淘宝店与京东旗舰店“良渚博
物院官方店”均已上线运营，弥补了良渚
文创体系的线上空白。
其次是加强对外文化合作，深挖利用
良渚文化品牌。去年以来，良渚遗址管理

区管委会陆续与万事利丝巾、长相知家纺、
楠宋瓷业、翡拉拉珠宝等一批有品牌、有渠
道的企业开展合作开发；同时联合省文投
资源，与上海璞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开发研学教材，为良渚文化研学活动的开
展打好基础；
借力工行杭州分行、中国邮政
杭州分行、西泠文创等大平台，
以授权合作
的形式深入开展良渚文化渗透推广；积极
调动长三角文旅融合资源，充分开发长三
角文旅市场，
共建共享长三角良渚文化。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耿玲菊） 全
区基层企（事）业工会工作会议日前在中国（杭
州）人工智能小镇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杜坚强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工会参与镇街党群服
务中心建设示范点培育对象——人工智能小镇
党群服务中心和 2019 年度杭州市示范职工之家
——浙江百能科技有限公司。会议总结部署了
全区基层企（事）业工会工作，表彰了 30 个先进职
工之家和 30 名优秀工会工作者，浙江百能科技有
限公司等六家企（事）业工会作了典型发言。
目前，
全区共有基层企（事）业工会 2135 家，
占
全区基层工会总数的 84.76%。2019 年以来，
全区
各基层企（事）业工会和工会干部积极履行基层工
会职责，
以工会
“五化”
建设（制度化、标准化、规范
化、示范化、品牌化）为抓手，形成了制度化、标准
化、高效化的工作体系，
深入开展争创先进职工之
家，
有力推进了基层工会建设，
夯实了全区工会工
作基础。
杜坚强指出，基层企（事）业工会要在促进企
业发展，服务职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上发挥应
有的作用，做好组织、工作、服务三个方面的有效
覆盖，切实发挥好单位发展的“助推器”，关系和
谐的“润滑剂”，服务职工的“贴心人”的作用。各
基层企（事）业工会要从搭建组织架构，发展组织
成员，制定工作制度和建立运作机制四方面入
手，全力以赴抓组建；把有人干事作为前提，把有
章理事作为手段，把有钱办事作为关键，把有房
议事作为保障，坚持不懈夯基础；要在教育职工
牢固树立与企业“三个共同体”意识上，动员职工
在完成生产任务中建功立业上，提升职工技能素
质上和开展职工经济技术活动上齐抓并举下功
夫，围绕发展显作用；在精准服务、精细服务和精
致服务三个方面做文章，精益求精抓服务；在健
全工作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运作机制，做到
严格执行到位，不断完善提升，规范运作强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