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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余杭

政务服务“杭海通办”昨天启动
异地办事实现“最多跑一次”

“双保”应急融资支持机制在余杭高效落地运作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幸福余杭幸福余杭

本报讯（记者 王瑜薇 通讯员 沈国
金）昨日，《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和服务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发布
会在余杭召开，该标准为余杭起草的全国
首个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省级地方标准，
将规范和推动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
作，提升企业对泄密风险的管控能力和水
平。副区长葛建伟参加活动。

记者了解到，该标准在规定商业秘密
范围和一般要求的基础上，特别突出规定
了商业秘密事项管理、企业自主保护、商
业秘密维权等相关内容，详细列明了定

密、隐密、解密、销毁事项；从人员管理、涉
密信息管理、涉密区域管理、商务活动管
理、检查和改进等方面指导企业做好日常
管理；从应急处置、证据收集、维权途径等
方面强化权利保护。

此次发布的《规范》具有通用性、实用
性、服务性等特点。其中在通用性上，凡
是涉及商业秘密的主体，都可以按照这个
标准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保护自己的商
业秘密。实用性上，相关单位只要能按照
这个标准的要求，建立并执行相关的制
度，完善保护措施，就能够保护好自己的

商业秘密，及时维护自己的权利。服务性
方面，《规范》省级地方标准在指导相关单
位建立管理制度的同时，规定了园区、特
色小镇、行业协会和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
协同保护商业秘密的有关内容。

近年来，余杭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全面构建知识产权保护高
地，着力打造全域创新策源地。在上级市
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逐步建立了政府、
部门、企业、社会各界联动的商业秘密保
护体系，并于 2018年成功创建“浙江省商
业秘密保护示范区”。在打击商业秘密侵

权上，针对商业秘密维权成本高、周期长
等实际困难，设立商业秘密维权专项补贴
资金，鼓励企业增强维权意识。

此次发布的《规范》省级地方标准
填补了国内商业秘密保护相关的国家和
行业标准的空白，更充分体现了余杭在
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上的实践
成果，对接下来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余杭
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水平提供了更好
的遵循。

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昨天，来自
海宁的办事自助机在余杭区行政服务中
心启用，而在海宁许村镇行政服务中心，
杭州“一体化自助服务终端”也同步投入
使用。这是杭州市余杭区、钱塘新区与海
宁市共同启动的政务服务“杭海通办”的
一项内容，打破政务服务的时空限制，实
现一网受理、区域通办。

近年来，在杭州、海宁两地跨区域经
商、置业、求学变得越来越普遍，但由于所
在行政区域不同，两地企业群众办事经常
需要“往返跑腿”。借势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两地积极推动政
务服务一体化建设，政务服务“杭海通办”
应运而生。“杭海通办”打破行政壁垒，以
实现数据共享互通为基础，结合跨区域自
助终端和线下通办专窗等形式，构建起

“简便事网上办、高频事自助办、线下事专
窗通办”的立体式服务格局，实现企业群
众异地办事“最多跑一次”。

经过前期沟通对接，两地确定将高频
办理的 15项商事登记事项作为最先付诸
实施的内容，依托全省统一的全程电子化
平台，实现账号权限交换，窗口服务、证明

材料、审批结果等效互认，形成“本地申
报、数据流转、属地审核、本地发照”的跨
区域通办模式。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办
事群众通过“杭海通办”一体化专窗，跨区
域办理营业执照只需要半小时。除开设
专窗外，此次双方对互设的自助服务终端
进行了升级，海宁市民可在当地办理 543
项杭州政务服务事项，余杭和钱塘新区的
市民可在当地办理海宁市的653项政务服
务事项及上海、江苏近 180项长三角一网
通办事项。

接下来，两地将围绕社保、医保、民

政、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领
域，全面梳理办事频率高、群众获得感强、
涉及优化营商环境的跨区域通办事项清
单，分批梳理分批实施，逐批增加并持续
扩大通办范围。“按照‘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的要求，通过网络互联
互通、数据共享共用、区域协作协力，
我们将努力尽快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高
频事项在两地政务服务中心实现通办互
办。”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 16日出版的第 18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
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要强
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
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
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
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

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
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
改革力度。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善
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化完
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加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能力建设，健全疾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
制，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
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要把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
急， （下转第5版）

余杭起草的商业秘密保护省级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记者 徐赣鹰）下载“浙里
办APP”找到企业码应用，进入企业码余杭
专区“码上金融”模块，就可以申请“双保”
快捷贷款，获得余杭区“双保”应急融资机
制支持——昨日,这一顺应互联网金融趋
势的企业应急融资服务新举措开始高效
运作。在余杭区应急融资支持机制暨金
融惠企政策解读宣讲会上，农业银行余杭
支行、建设银行余杭支行、中信银行余杭
支行 3家银行机构分别向区内 4家企业颁
发了综合授信、应急融资意向授信牌，应

急融资意向授信额度从 190万元到 1000
万元不等。

建立“双保”（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应
急融资支持机制是在中国银保监会支持
下，浙江省有关部门深入落实中央关于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
署和抓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举措，
由省内部分银行和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
联动推出应急融资精准支持服务。中小
企业应急融资支持对象为受疫情影响，收
入下降、现金流紧张、但仍有市场前景的

企业，重点支持制造业、外贸企业、交通运
输、教育培训、文化旅游、住宿餐饮、农业
生产等行业企业，资金专项用于满足订单
生产的资金需求和企业支付员工工资、水
电费用、租金等刚性经营性支出。

近段时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余杭监
管组、区经信局、商务局、区金融办积极引
导区内部分银行第一时间建立“双保”应
急融资运作机制,加快对接符合“双保”应
急融资的企业，精准支持受疫情影响亟需
应急融资的企业，并采取进园入企宣讲等

措施，切实加大对“双保”应急融资政策的
解读宣传力度。目前，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
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等区内八家银
行为“双保”应急融资支持机制首批试点
银行。8家银行也正在紧锣密鼓推动落实

“双保”应急融资支持工作，并开辟绿色通
道，配置专项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力图借
助这一金融恵企创新机制，为中小企业提
供更多的“金融活水”。

锚定目标 真抓实干
我区召开“污水零直排”
“低散乱”整治推进大会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为加快整改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的问题，进一
步加大“五水共治”工作推进力度，以“低散乱”
整治推动经济、环境双提升，昨日，我区召开

“污水零直排”“低散乱”整治推进大会。区长
陈如根讲话，副区长葛建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采用视频会议方式进行，主会场
设在区政府，各镇街、平台设分会场。会上，区
治水办、区“低散乱”整治办分别通报“五水共
治”“低散乱”整治工作推进情况。闲林街道、
五常街道、良渚街道、南苑街道、中泰街道先后
作表态发言。

今年 1-8月份，我区水质总体状况有所改
善，全区 19个重点控制断面中，全部达到V类
及以上水质，“三色预警”河道数量有所减少。
全区三大流域中，苕溪流域达到 II类水质，运
河流域提升至 III-IV类水质，上塘河主要断面
星桥、保障桥的氨氮浓度下降趋势较明显。与
此同时，我区污水处理能力不断加强，除已经
投入使用的临平净水厂，良渚污水厂四期累计
完成总工程量的 99%，余杭污水厂四期、径山
污水厂累计完成总工程量均已过半，临平北污
水厂积极推进前期工作。

“低散乱”整治方面，我区重点围绕深挖隐
蔽点位、严防整治反弹和推动规范提升开展工
作，总体推进情况较好。截至 9月 10日，全区
累计排摸“低散乱”点位 1218 个，完成整治
1084家，完成率 89%，超出年初计划任务数。
通过“低散乱”整治腾空土地 20.82万平方米，
拆除违章建筑3.62万平方米。

陈如根表示，生态环境建设事关经济发
展，关乎民生福祉，全区上下必须高度重视“污
水零直排”和“低散乱”整治工作。他强调，今
年，我区的治水目标是国控断面水质达到及好
于Ш类的比例达到 100%，力争消除V类水断
面，全面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果。围绕这一目
标，各相关部门、镇街平台要克服困难，充分利
用前期排摸成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争分
夺秒赶进度，要防止水质反弹，块抓条保，合力
推进，同时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和长效管理机
制。围绕负面清单，“低散乱”整治要进一步摸
清底数，确保不遗漏一个园区，不疏忽一块土
地、不错放一个点位。要加大查处力度，对症
施策应整尽整。

葛建伟部署下阶段工作。在之后的“污水
零直排”工作中，相关部门、镇街平台要进一步
加强领导统筹，明确责任分工，提高协调合作水
平，严把质量把控关，全面细致做好项目管理。
低散乱整治方面，葛建伟要求，全区上下必须掌
握底数，梳理问题清单，以问题为导向，强化联
合执法与专项整治力度，精准出击，彻底整改。
同时，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契机，查找
分析问题源头，学会举一反三，将整改工作做实
做细做好，以行动赢得老百姓的认可。

“一路梅花——中国
当代名家画梅作品
邀请展”超山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陈轶东 通讯员
吴文纹）昨日，由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美术报、杭州余杭超山风景名胜区旅游
度假有限公司协办的“一路梅花——中国当代
名家画梅作品邀请展”在超山风景名胜区大明
堂浮香阁开幕。副区长许玲娣参加活动。

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10日，汇集全国 30余
位名家的精品力作，所有作品均以梅花为主
题，展现出梅花如冰似玉、淡雅清幽、疏瘦错
落、雅逸高洁的品格。放眼展厅，疏影横斜，赏
心悦目；花枝招展，香溢清远。参展的画家，既
有浸淫花鸟艺术多年享誉画坛的耄耋高龄艺
术家，也有崭露头角术有专攻的青年才俊，他
们各展其能，各抒其怀，墨彩氤氲，诗情达意，
把“中国当代名家画梅作品展”演变成一册风
格多变、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名家梅谱”，为
超山梅花的自然之美增添了艺术韵味。

超山梅花有着一千多年的栽培史，人称
“十里香雪海”。超山的梅花又以“古、奇、广”
三绝而闻名于世，素有“超山梅花天下奇”之美
誉，更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近代书画艺术
大师吴昌硕一生最钟爱梅花，生平以梅花为知
己，尤爱超山宋梅，把自己的性格、思想和人品
都融在梅的品性之中。他晚年常栖憩其间，赋
有“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的诗
句，而且还把超山作为长眠之地，使得超山成
为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山、金石之山。

本报讯（记者 陈轶东）“秋天到了，
晚上逛逛夜市还是很舒服的。”上周末，
临平余之城生活广场迎来开业2周年庆
活动，市民孙燕边逛街边拍照：“这里吃
喝玩乐的选择挺丰富，还能满足我们逛
夜市的需求。而且这里的灯光很漂亮，
比其他商场有特色，哪怕不买东西逛逛
玩玩也很不错。”

“余之城夜市从8月份就开始了，每
周五、六、日晚都有，包括小吃、歌手表
演、互动游戏。另外，还推出了‘夜运动’
活动，灯光篮球场的开放受到很多年轻
人的欢迎，晚上人气很旺。现在天气凉
了，很多市民都愿意跑出来进行户外活
动。”余之城相关负责人介绍道。余之城
的设计规划有很多户外空间，商家把这
些户外空间利用起来，打造夜经济。

在余之城跟朋友逛街的小林告诉记
者：“以前我们到综合体就是单纯地逛
街、吃饭、看电影，最近每个综合体晚上
的花样好像多了起来。”记者从区商务局
了解到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个说法。近
日，余杭成功入选首批省级夜经济培育
城市。此前，按照浙江省商务厅等 7部
门印发的《关于开展省级夜间经济试点
城市创建工作的通知》要求，区商务局积
极申报并谋划推进余杭夜经济发展相关
工作。围绕“东部时尚、中部文化、西部
休闲、城西创新”全域协同发展的理念，

以银泰城、余之城、永旺梦乐城、西溪印
象城等大型综合体为依托，形成临平新
城、良渚新城、五常大道等若干“夜商
圈”，提升“夜经济”消费品质，辐射带动
周边地区消费，打造“商旅文体”融合发
展的“夜余杭”商圈。

接下来的“夜余杭”将更加热闹：临

平银泰城“星光夜市”项目，规划摊位
176个，拟经营文创、餐饮等7大品类，联
动星巴克、海底捞等多品牌参与，打造具
有地标性高端夜市。

宜家“文化市集”项目，规划摊位 30
个，将集结区内优秀中小企业及创意人，
以艺术创作、家居设计等为主题，打造娱

乐文化市集。西溪印象城“夜经济”计
划，将引入知名剧团，增加剧院夜间场
次，完善顶层马场建设，开辟夜间咖啡
吧、美食广场。临平新天地“文化夜市”
计划，继续招引、孵化文创企业，依托园
区文创企业，举办文创展览活动、文化夜
市等，进一步集聚人气。（下转第2版）

余之城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