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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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报道组 金晓榕 通讯
员 李力行）“一般的博物馆总体氛围是
比较暗的，有神秘感但有一点小压抑。在
良渚博物院，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全新的
展陈方式，一进来就感觉很敞亮很舒适，
细节非常到位，临时展厅里还展示了良渚
古城遗址的申遗历程，一锤定音的画面，
让人为之振奋、自豪。”近日，来自苏州的
孙女士一家在良渚博物院近距离感受良
渚文明。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越来越多
游客慕名前来，良渚博物院的关注度也越
来越高。承载着良渚申遗主体展示工程、
余杭文化新地标重任的良渚博物院，经过
10个月闭馆改陈，以全新的手段、全新的

设计、全新的策划，实现华丽蝶变。
“改陈以前的基本陈列反映的主要是

10年前的考古认识。而最近这10年恰是良
渚考古理念革新、进展最快的10年，此次改
陈把有效解读和展示、传播最新考古成果
作为重要任务，把专业的考古成果以尽量
准确、简明、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观众。”良渚
博物院展览教育部主任罗晓群介绍说。

大空间的展厅，相对自由开放的展线
布局，传统展示与数字化展示相得益彰，
宽敞、明快、开放、现代的风格基调，都增
强了展览的亲和力和观众的沉浸式体验；
低反射玻璃“汉氏柜”、3D打印技术、透明
展品支架等先进技术的运用，以及对良渚
文化全面、系统、科普性的解读，使原本晦

涩难懂的考古学变得更接地气，拉近了博
物馆与观众的距离；“良渚申遗之路展”全
景式展现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背后的历程，
再现了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
成功 13分钟全过程；致力于打造博物馆

“最后一个展厅”的文创空间则推出了7大
类、350余款的系列良渚文创产品，游客在
参观后购买一两件带有良渚元素的文创
产品，把记忆带回家，成为了群众加深文
化印象最直接的方式……这些都使良渚
博物院从名不见经传的考古学文化博物
馆，摇身一变“火”了起来。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更是在短短一年
之内，成为国内新晋游览热门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今年6月，“良

渚小鹿”成为热搜关键词，不少游客专程
赶去逛鹿苑、和漂亮的梅花鹿互动，感受
五千年前良渚先民的生活场景。

去年 7月 8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城
址区核心部分有限开放。一年来，公园各
项配套不断完善提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
游客争相前来打卡的网红点。良渚古城
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 14.33平方公里，分
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平原低坝—山前长
堤区和谷口高坝区 4个片区，是体验良渚
文明、感受良渚故事的实景展示地。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园至今共接待访
客近50余万人次。良渚博物院年接待观众
量以往稳定在40万人，2019年改陈后，当年
累计接待观众量便超过百万。

穿越时光落在每个人心里 良渚古城遗址“入遗”周年记

良渚古城遗址开园至今共接待访客50余万人次
良渚博物院2019年接待观众量超百万

申遗成功后良渚关注度节节攀升

共绘党建同心圆 激发统计新活力

余杭统计党建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俞杰 通讯员 陈超）
昨日上午，“共绘党建同心圆 激发统计新
活力”余杭统计党建联盟正式成立。副区
长杨金水等参加成立仪式。

在建党99周年到来之际，统计党建联
盟的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统计系统党组织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打造统计发展
的“红色引擎”，全力助推“统计+党建”全
面、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余杭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统计保障。

杨金水指出，余杭统计联盟要努力画
好一个最大同心圆。固守党建圆心，延长
联盟半径，努力构建和完善“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多方协作、协同共进”的全区统计
系统学习交流合作平台，形成“党建+统
计”合力，辐射带动全区统计工作全面、务
实、创新、可持续发展，开创“党建+统计”
新局面。要营造一个最优生态圈。全面推
进我区依法治统，营造依法、规范、诚信的
统计工作氛围，扎实推进统计诚信单位创
建，做好基层统计网格化工作。要打造一
支最强先锋队。聚焦“党建+统计”专业能
力提升，发挥党员、领导干部“领头雁”作
用，实现以党建促统计，以党建促提升，特
别是党员志愿者要带头示范，积极主动投
身到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中来。

据了解，秉持红色、共建、共联、共享、
共创理念，以打造“五型一体”（服务型、共
享型、求真型、创新型、清廉型）统计党建服
务品牌为目标，下一步，统计党建联盟将以
抓党建促业务为导向，充分发挥党总支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践
行统计的初心和使命，围绕“共绘党建同心
圆 激发统计新活力”这一主题，开展“‘3+
2’统计三服务 两项党建助力”“情系‘三
农’走一线 携手党建谋发展”等系列创建
活动。

2020年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年，
为助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利开展，当
天还进行了人普党员志愿者、指导员、普查
员代表授旗仪式。

（上接第1版）
据了解，《研学生态余杭》读本立足美

丽家乡建设，注重深化教育改革与学习创
新。全书从自然生态保护与恢复、环境污
染监测与治理、全域美丽建设与提升、绿
色产业发展与进步、生态文化传承与弘扬

共五个角度进行课程设计，里面的 20堂
课，都是以探索问题为导向，分别设置有
四条教学线路，即古今对话之旅、乡村焕
颜之旅、垃圾探秘之旅、水滴邂逅之旅，
引导学生从生态出发，联结社会、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实践学习，从而培养

可持续发展人才。
当天，首批拿到《研学生态余杭》读本

的20位学生代表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
了一次水滴邂逅之旅，深入临平净水厂开
启研学第一课：除了参观水文化主题湿地
公园、地下净水厂，还以VR体验等方式进

行净水实践操作，进行水质检测采样实
验。此外同学们还设计了心目中的未来
水厂——青蛙净水厂、AI水厂景李（“锦
鲤”）净水厂等。

《研学生态余杭》读本正式发布

塘栖镇举行
“迎七一”主题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柴媛媛 记者 陈
坚）“共用党群阵地、共建交流机制、共享
联盟资源……”6月 30日晚，由宝鼎科技、
宝晶生物等 7家辖内龙头企业、两个属地
村社等共同组成的“塘企红盟”在塘栖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暨“迎七一”
主题活动中，联合发布了“塘企红盟”十条
公约，约定通过党建联盟助力的方式，进
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塘栖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开启新的征程。

当天晚会上，该镇党委对全镇10个先
进基层党组织、89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227
名党员积极分子进行表彰。

开发区 IN PARK园区
正式开园

塔家浜是位于崇贤街道的镇街级河道，全
长0.85公里，河道平均水质为劣Ⅴ类，2020年
1-5月，在区级河道水质监测中被红色预警两
次（氨氮、总磷超标）、橙色预警一次（氨氮超
标）。经现场查看，该河道存在较多不明排水
口，部分河段水质发黑，油污较多。据了解，今
年以来崇贤街道共有 2条河道在市级水质检
测中被橙色预警，5条河道在区级水质检测中
被红色或橙色预警两次以上（不含整改期），部
分河道水质出现反弹。
杭州市余杭区“五水共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杭州市余杭区河长制办公室

五水共治曝光第三期

（上接第1版）
活动中，开发区对星级运营商表彰、

“创新论英雄”优秀园区进行了表彰，并举
行了“小创联盟”成立仪式、园区业主与运
营商签约仪式、湾贝慧芯孵化器、万贝智
创谷、因诺智创谷开园仪式等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区隆重推出了34
位首批首席创新官。首批认定的企业首
席创新官是企业或园区创业创新的第一
责任人，将会成为区域创业创新的引领
者，开发区创新发展的“超级大脑”。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
对开发区上半年“大孵化器”战略推进的
总结，更是下阶段工作的动员。以 IN
PARK开园为契机，开发区在持续不断招
引优质项目、高新人才，引进关键产业资
源，打造优质的产业发展软环境的同时也
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营商环境、营造浓厚双
创氛围，用双创引擎加速“未来经济发展
综合型平台”建设。

开发区 IN PARK园区
正式开园

本报讯（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梁
洁）昨晚，未来科技城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9周年系列活动之“守初心·创未
来”Thriving音乐会在海创园举行。未
来科技城（海创园）党工委书记梅建胜
参加活动。

音乐会分“九九芳华”“璀璨今朝”

“燃情筑梦”三个篇章，以经典传唱、乐
器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向党的生日献
礼。二胡独奏《葡萄熟了》、钢琴独奏
《永远的香格里拉》、女声独唱《中国进
入新时代》等具有不同民族风格和内容
的曲目，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祖国日新
月异的变化，博得现场阵阵掌声。

为激励未来科技城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打
造“一城三地三中心”的历史浪潮中奋
发有为、建功立业，做出更大贡献，会上
对 2019年度涌现出的“两优一先”党组
织和党员进行了表彰。

此外，未来科技城与杭州师范大学

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校地合作项目“悦动
未来”服务基地也于当日揭牌。音乐会
还对未来科技城海创园党群人才服务
中心“优秀公益联盟成员”乐尔·悦心音
乐工作室、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等单
位进行了表彰。

未来科技城举行“守初心•创未来”Thriving音乐会

本报讯（临平报道组 杨嘉诚）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路径。

上半年，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把“大孵
化器”战略作为打造“未来经济发展综合型
平台”的关键引擎，以产业链和创新链“双
链协同”为抓手，聚焦生物经济、高端装备
两大主导产业，以“全域创新主力军”的担
当，高标准落实“大孵化器”战略，在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今年 4月，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会”
在开发区内的茧·SPACE园区内举行。活
动中，十余家创新空间产权方与园区运营
商面对面进行深入了解，现场挑选心中最
心仪的“另一半”。最终，在开发区的“牵
线搭桥”下，2家创新空间产权方与园区运
营商在现场进行了签约，正式达成合作关
系。而这样的活动，正是开发区坚持创新
空间建设与招商两步走，实现空间“产销

两旺”的一个缩影。
上半年，开发区坚持创新空间建设与

招商两步走，实现了空间“产销两旺”。一
方面，开发区排定“年度创新空间建设作
战图”，加快推进中国数码港、厚力德等重
点园区建设，目前已新增园区6个，新增创
新空间面积 33.3万方，已完成全年考核任
务数的 55%。同时，着眼现有园区及存量
厂房，排定“腾笼换鸟”计划，出台《开发区
创新空间建设及运营标准》，加快腾退一
批与主导产业不符、创新动能弱、经济效
益低的企业，已成功提升、盘活万事利、华
升服装共 23万方低效空间，金成国际 17
万方园区已于 6月启动建设。另一方面，
开发区积极组织举办“运营商”和“民营企
业”的“空间相亲会”，向外推出 30万方即
将建成的创新空间，成功吸引清华长三
角、银江、恒生、海邦基金等园区运营商前
来洽谈，并引进航启、因诺两家运营商，提
升开发区园区专业招商和运营能力，已陆
续引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84家。

在不断创造空间的同时，今年开发区
内还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双创品牌“余小
创”。它的精彩亮相，为开发区全面铺开

“大孵化器战略”提供了线上、线下两重渠
道，激发了强大的动能与活力。

打开“余小创”平台，用户可以在线上
搭上“智慧云”的翅膀，享受到园区导航、研
发赋能、创新活动、政策云培训、第三方服
务、我是追梦人等六大模块和VR看空间、
专家指导、仪器共享等十大功能服务。在
线下位于茧·space一楼服务大厅的“余小
创”创新服务中心与 IN PARK创新创业园
区的创新服务中心已正式对外开放。同
时，“余小创”麾下的“首席创新官”自试行
以来，先后对接企业科技创新规划、国高企
培育、重点项目申报等需求100多个，开展
企业上门服务、辅导150余家次，同时配合
推进创新资源排摸工作。

攻坚“大孵化器战略”，需要的不仅是
空间、项目与服务，同样也需要高端的平
台支持。目前，浙江大学（余杭）基础医学
创新研究院已完成三个子研发子平台落
地、中国（浙江）卫生健康科技研发与转化
平台即将完成落地方案签订、浙江大学高
端装备研究院与工信部电子五所服务型
制造研究院完成签约。开发区坚信，这些
优质平台带来的创新资源，将会为项目孵

化、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为
“大孵化器战略”提速更提质。

下一步，开发区将以更高要求、更深
层次、更优成效，不断提升创新生态，做到
推进“大孵化器战略”不放松，强化招才引
智不放松，推进清零倍增不放松，确保全
年新增创新空间60万方以上，加快推进浙
大基础医学研究院、卫健委等重点平台的
落地启用，深化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合作，不断加强人
才项目招引与服务，发挥开发区服务券的
撬动作用，做好国高企、各级研发中心及
研究院的辅导及申报工作等重点工作，全
方位推动大孵化器战略落到实处。

高标准落实“大孵化器”战略
开发区拉动“未来经济发展综合型平台”创新引擎

后记

打造“未来经济发展综合型平台”，不
仅在产业经济上实现蓬勃发展，更需要开
发区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产城人”融合。
领略完开发区上半年在产业发展中的各
项亮点，下一篇系列报道将把目光聚焦到
开发区的“靓城行动”，看其如何造出一座
真正的“未来智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