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城际高铁巴士1号线：新纺路公交站
至高铁余杭站

发车时间：新纺路公交站 5:30、高铁
余杭站22:30

单程时间：45分
票价 2元，各类 IC卡及移动支付通

用。
● 城际高铁巴士2号线：泉漳公交站至

高铁余杭站
发车时间：泉漳公交站 5:30、高铁余

杭站22:30
单程时间：55分
票价:2元，各类 IC卡及移动支付通

用。

● 城际高铁巴士3号线：塘栖至高铁
余杭站

发车时间：塘栖 5:30 、高铁余杭站
22:30

线路长度：塘栖20.3公里；高铁余杭
站20.1公里

单程时间：50分
票价:2元，各类 IC卡及移动支付通

用。
● 城际高铁巴士4号线：海创园至高铁

余杭站（直达）
发车时间：海创园 5:30，高铁余杭站

22:30。
单程时间：60分
票 价：10元，仅限电子钱包及移

动支付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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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 逆势上扬
解读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半年度经济报表

本报讯（记者 凌怡 陈坚 童江平 通
讯员 沈燕 潘航 田军辉）余杭高铁站首趟
始发列车G7556即将正式开行。记者昨日
从区运管部门了解到，7月1日起，配套专列
将开通城际高铁巴士1-4号线，方便广大乘
客的出行需求。

对于市民徐新梅来说，这个好消息期盼
已久。原来，徐新梅所在的公司——杭州智
塑科技有限公司于去年正式入驻临平新城，
但其总部仍在上海，因此不少员工过上了上
海—余杭两地跑的“双城生活”，公司总经理
助理徐新梅就是其中一位。

城际高铁巴士1-4号线开通后，对于无
数像徐新梅这样的通勤族来说，上班“最后
一公里”交通也更便捷了。徐新梅告诉记
者，余杭高铁站至上海虹桥站仅需个把小
时，现在不仅增设了朝发夕归的始发车，还
有往返高铁站的公交专线，时间上有保障，
工作安排心里更有底了。

区运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4条公

交专线的发车时间与高铁时间紧密衔接，早
上 5:30准时发车开往余杭高铁站，晚上 22:
30从余杭高铁站准时发车，方便了辖区上班
族们的乘车需求。”

另外，新增始发站不仅带来了更充足的
票源，上车时间也更加充裕。停经列车一般
只停靠两三分钟，而余杭站新增的始发列车
将有16分钟的停靠时间，旅客检票进站时间
更宽裕，能更好地满足余杭市民的通勤需求。

与此同时，余杭高铁站开通始发车后，
客流有较大幅度提升，铁路警方提醒：根据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
限制携带品公告》，禁止旅客携带易燃、易爆
等危险违禁物品进站上车。警方在近期工
作中发现携带酒精消毒液出行的旅客较多，
在此特别提醒酒精属易燃易爆物品，一旦在
高铁密封空间内挥发起火后果不堪设想，疫
情期间也不允许酒精进站上车，建议出行携
带有包装、密封的酒精消毒湿巾、棉片等消
毒防护，避免耽误您的旅程。

本报讯（记者 杨荣 戚亦铭） 6月 29
日 0时至 7月 18日 24时，余杭面向消费者
发放3000万元汽车购车补贴。截至昨天下
午5点，已有2918辆车申请购车补贴，实现
销售收入5.7亿元。

此次政府补贴补助标准为：车价 10万
元（含）以下，补贴3000元；车价10万元-30
万元（含），补贴5000元；车价30万元以上，
补贴 10000元。此次汽车购车补贴是先到
先得，发完即止。

昨天上午，记者分别走访了大众、一汽
丰田、宝马、北京现代等4S店。从采访的情
况来看，不少汽车销售企业都推出了“优
惠+补贴”双重促销模式。

一汽丰田位于藕花洲大街西段，一大
清早，院子里就停满了新车。早上 10点钟
不到，展厅里坐满了前来提车的消费者。
销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购车补贴政策一
出台，来看车的的市民就明显增多，不到一
天的时间，就销售出了170余辆车。“大部分
都是在政策出台后订的车辆，29日 0时开
始，我们为下单客户开具发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购车补贴政策出台后，4S店的
客流量和成交数量都有所增长。原本就有
购买计划的‘观望型’消费者趁着这波利好
政策成为了消费主力军。”

张先生前两个月摇到了车牌，这段时
间也一直在挑选车子。补贴政策出台后，

他就到一汽丰田定了荣放这款车。荣放总
价约23万元，张先生享受到了5000元的补
贴。“有了政府的补贴，帮我省下了一笔不
小的钱。”张先生开心地说。

北京现代和乔司众美大众两家 4S店，
一天下来，也销售了 60至 70辆车。众美
4S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天客流量
都比较稳定，今天上门的客户不少都是来
开具发票和提车的。另外，众美还推出了
购车 9重礼活动，购车就送 1000元油卡和
价值 6188元的随车礼包。老客户购车、二
手车置换、金融购车等都能享受各种优
惠。

“短期内订单有明显上升，前期也有部

分积累。”杭州宝驿宝马4S店销售负责人告
诉记者，29号零点到早上 7点，店里工作人
员一直忙着给前期下了汽车订单的客户开
具发票。20号开始，店里的汽车订单就有
明显上升，不少客户都是当天就付了定金，
等到 29号再让我们开票，这样就可以享受
购车补贴。吕经理向记者透露，现在店内
的车辆库存已经不多，一些进口车型因为
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能及时到岸。个别国
产车型比如宝马X3也已经卖断货。

预计，此次购车补贴活动将带动余杭
汽车消费10亿元以上。

本报讯（临平报道组 杨嘉诚）招商
引资，是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
手，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后劲所在。

昨日，余杭区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在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意丰歌
服饰服装产品新制造项目内举行，作为集
中开工仪式的“东道主”，开发区在随后的
二季度“云签约”活动中共签约项目9个，其
中既有两大主导产业中的“金名片”，也不
乏许多充满潜力的“后起之秀”，吹响了新
一轮招商引资工作的号角。

客商是“船”、资金是“风”。开发区上
半年借“船”乘“风”，始终坚持招商引资“一
号工程”，招商方式走出新途径，项目招引
按下快进键，服务落地跑出加速度，上半年
实到制造业外资 7579 万美元，完成率
50.53%；完成产业链项目招引15个，完成率
约 65%，并在一季度“三大比拼”招商引资

中拿下平台组第一，为打造“未来经济发展
综合型平台”注入强劲后生动力。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与阿里迅
犀项目便是其中鲜活的实例。作为开发区
重点引进的两个项目，优必选科技是一家
集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研发、平台软件
开发运用及销售为一体的“独角兽”企业，
成功入选杭州市赛马榜中“大好高”项目榜
的每月之星，有利于推动开发区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产业提升发展；而阿里迅犀项目
则是实际承担阿里巴巴集团五新之一的

“新制造”项目的建设实施，是阿里“新制
造”项目全球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和结算中
心，对开发区内企业拥抱“产业数字化”、加
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
义。

优质项目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招商
人员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面对新冠疫情带
来的影响，开发区“招商人”在上半年并没
有放缓脚步，做到在疫情期间创新招商模
式，开展“线连线”服务、“屏对屏”招商。在
疫情期间，坚持“面不见、线不断”，咬定年

度目标不放松，充分利用网络服务，及时向
客商通报疫情防控信息，宣传支持企业发
展政策措施。举办投资机构恳谈会和线上

“云洽会”，通过“屏对屏”形式与客商远程
沟通交流，今年以来共开展“云签约”“云洽
谈”50余次，签约项目28个，洽谈项目近70
个次，做好开发区宣传，为实现全年招商引
资目标任务打好“前战”。

在疫情过拐点逐渐向好，防疫等级下
降后后，开发区精确招商路线，“点对点”重
点出击，外出招商“不停摆”，迅速带队赴成
都、安徽、江苏、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开展
招商活动，主动上门对接洽谈在谈项目，促
进项目迅速推进、落地。今年以来，已外出
招商近20批次，对接、推进项目50余个，并
且初步接洽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项目的签约并不是终点，开发区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一对一”推进、“心连心”服
务，在疫情期间克服各种沟通困难，通过外
部线上洽谈，内部线下会议等方式，持续不
断协调重大项目落地事宜，顺利推进深圳
优必选第二总部等优质项目的落地。

下半年，开发区在继续聚焦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两大主导产业，加大优质项目
储备力度的基础上，将同步聚焦产业配套项
目贯彻“建区”向“造城”转变的发展理念，着
力招引公共配套项目，着力引进国际化学
校、国际品牌酒店和三甲综合医院。同时，
用好基金招商、招商活动、深挖浙大资源等
抓手，不断拓展招商渠道、手段，吸引一批技
术优、质量好、发展快的优质企业，并同步围
绕项目落地，提升专业服务、凝聚招商合力，
全方位深化部门联动对接，全力推进成果落
地，全力答好招商引资这张“考卷”。

购车补贴政策实施首日 销售额5.7亿元
2918辆车受益

7月1日起 配套余杭高铁首趟始发列车新开4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 （记者 戚亦铭 通讯员
朱雯 姚萍萍）“从朋友圈里看到这
里很漂亮，荷花开得很好所以特地过
来这里拍照。”28日上午，记者在崇贤
街道鸭兰港鸭兰村段遇到家住滨江
区的王先生。“今天是特地向朋友要
了定位开车过来玩的。”王先生说。

鸭兰港属运河水系发源于崇贤，
北至京杭运河，河道大部分面宽 60～
140米，全长 4.84公里。鸭兰港流经
崇贤街道鸭兰村、龙旋村、北庄村、崇
贤村共 4个村。近年来，崇贤街道通
过“五水共治”“美丽乡村”等工作让
鸭兰港鸭兰村段河道环境有了明显
的改善。记者在现场看到，鸭兰港沿
线基础设施和休闲设施较为完善，沿
岸建有滨水步道、亲水平台、河埠头、
公厕、照明设施等。

“以前这里都是滩涂，不仅不利
于排涝，对河道运输也有影响。”崇贤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鸭兰港已
经制订年度“一河一策”治理方案，同
时为了更为全面掌握河道水质情况，
街道还委托相关第三方公司每月对
鸭兰港水质进行检测，设置 6个检测
点位就是为了更好地监控鸭兰港水
质。

王先生和朋友正在拍摄荷花

滩涂华丽“变身”崇贤街道鸭兰港吸引市民前往打卡

实到制造业外资7579万美元 完成产业链项目招引15个
开发区借“船”乘“风”吹响招商引资号角

好的项目既来自积极地外出招引，也
需要耐心、悉心的本土培育。在下一篇的
系列报道中，我们将了解开发区如何以

“大孵化器战略”为引擎盘活双创空间、做
强双创品牌、培育双创新星，根植好一方
创新热土。

后记

（上接第1版）

区总工会开展首批
最美党员职工慰问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耿玲
菊）昨日，区总工会开展 2020年度最美
职工党员慰问活动。慰问共分六组，前往
开发区、未来科技城、乔司、良渚、瓶窑、塘
栖等地看望慰问20名全区首批最美党员
职工，并送上鲜花和祝福。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杜坚强参加慰问。

在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杜
坚强向最美党员职工胡显光表示亲切的
慰问，对他在复工复产期间不辞辛苦积极
对接本地企业与运输保障部门、去外省积
极引进职工的行为表示充分肯定。随后，
杜坚强来到浙江春风动力有限公司，向正
在岗位上认真工作的党员职工贾方亮送
上了鲜花和荣誉证书，鼓励他在今后的工
作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创造更辉煌的
成绩。

据了解，此次评选出的 20名最美职
工党员代表来自全区不同生产工作领域，
区总工会开展慰问将进一步鼓励他们发
挥模范表率作用，同时引领全区广大职工
用辛勤的劳动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
余杭的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服务企业促双赢
区医保局协同多部门
开展入企“三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谢
燕）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余杭医保领域“三
服务”，市医疗保障局余杭分局近日会同
区卫健局、商务局和区第一、第五人民医
院共同来到杭州普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入企三服务现场推介会，为优秀医药
企业开拓本土市场出谋划策。

走访过程中，服务小组参观了企业的
生产、储藏车间，听取有关胰岛素注射笔
用针头、末梢采血针等企业主要产品的介
绍并进行了试用。双方还就后续产品投
放临床试用以及部分技术参数进行了交
流。

据悉，此次医保局邀请区内大型医院
和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医药企业的现场推
介会，旨在进一步提升“三服务”活动质
量，同时借助医护人员的专业眼光细致评
判相关医疗产品的实用性与品质。

在交流过程中，卫健、商务等多部门
均表示将继续协助布局在余杭境内的优
秀医药企业争取更多相关生物医药企业
扶植政策的帮助，逐步打开本土市场，让
更多质量优秀，性价比高的医疗产品进入
本土医疗机构和大型医院。

后续，市医疗保障局余杭分局也将继
续协调企业与医院方面的对接和沟通，根
据产品试用的反馈意见做好产品推广，在
为企业开拓新市场的同时为老百姓的医
疗就诊和其他各类医疗服务做好全面保
障，进一步促进全区医疗服务事业发展。

把“良渚故事”
讲深讲活讲精彩

良渚文创产品

文旅融合发展又添地标性高地

今年，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还启动了
《良渚文化艺术走廊（西段）概念规划》编
制工作，良渚文化艺术走廊为连接良渚古
城与良渚新城的纽带，规划形成“一轴、一
带、两心（良渚古城和良渚博物院）”结构，
浙江省考古遗产展示园、良渚博物院二期
等一批重大项目已经或即将落户，良渚遗
址区域内文旅融合发展又添一处地标性
高地。

“十大工程”提升遗址公园建设运营

今年 4月，220千伏云窑线迁改工程
顺利完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及周边上空
最后一处电线“上改下”，古城遗址公园迎
来了一片纯净天空。

自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良渚遗
址管理区管委会陆续启动实施新一轮陈
列展示、基础配套提升以及老虎岭遗址公
园、瑶山遗址公园建设等“十大工程”，全
面完成遗址公园及周边电力上改下工程、
5G全覆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建设运营。

自去年7月以来，遗址公园和博物院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0余万人次，良渚
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和品牌影响力进一
步得到提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建
设取得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