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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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 11 日对外发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赋予深圳在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
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方案指出，以设立经济特区 40 周年为契机，在中央改
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
点，是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又一重大举措，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也是创
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
方案明确，2020 年，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
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
施，制定实施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推动试点开好局、起

好步。2022 年，各方面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5 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基本
完成试点改革任务，
为全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方案按照“实施方案+授权清单”形式制定，包括八部
分、27 项目标任务要求，围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科技创新环
境制度、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完善民生服务供给
体制、完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提出一系列重大
改革举措。
方案强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创新工作机制，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分批次研究制定授权事项清单，
按照批量授权方式，
按程序报批后推进实施。

搭平台拓思路 交叉跨界赋新能

区政协领导调研区红十字会工作

中国（良渚）交叉创新产业孵化基地昨开园
本报讯 （记者 俞杰 陈书恒） 跨界
交叉，融合创新。昨日，由余杭区政府、浙
江大学校友总会科创企业校友分会联合
主办的“融合创新 逐梦前行”——科创板
与交叉创新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良
渚）交叉创新产业孵化基地开园仪式在良
渚新城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信息学部
主任陈纯，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振丰，浙
江证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孔艳清，浙大
校友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炜，区领导朱
红丹、陈夏林、曾宏等参加。

交叉创新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发
展趋势之一，是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摇
篮。本次科创板与交叉创新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活动，是余杭实践“创新是最持续、
最长久的竞争力”的积极探索，是推动多
学科交叉融合、深化科创企业发展、优化
人才培养的务实举措。同时，中国（良渚）
交叉创新产业孵化基地作为政府搭桥、知
名高校和优质企业共建的全国首个交叉
创新产业孵化基地，将以交叉创新思维为
驱动，以良渚的历史文化、产业基础、城市
配套等资源为依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为着手点，为培育“新型创
新”的科创型企业与产学融合提供广阔天
地，为广大人才团队和创客们提供更宽广
的创业舞台，实现不同产业间的相互促
进、协同发展，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
当天，鑫药盟信息科技、观涛智能等 4
个交叉创新产业优质项目作为首批入驻
项目代表与良渚新城签署落户协议，开启
了新一轮政、产、学、研交叉融合的新进
程。
此外，在科创板与交叉创新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上，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
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雪
松，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益智，分别带来《多学科交叉融合，高水
平创新推进高质量创业》
《金融科技与科
技金融：技术创新审计披露制度的探索》
的主旨演讲。借助本次论坛，我区还邀请
上交所、浙江证监局、浙江省律协证券与
资本市场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带来上市相
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宣讲，有针对性地为
企业提供服务。

错峰种错峰收 早熟晚稻迎来收割季
本报讯 （记者 王珏） 眼下又到
晚稻收割时节，良渚种粮大户错峰种
粮错峰收割，避开“用工荒”
，提前收获
早熟晚稻。在良渚街道港南村，成片
的水稻田里，泛黄的稻株已被沉甸甸
的稻穗压弯了腰。前日上午 9 时许，
收割机穿梭于稻田间进行收割作业。
收割机的轰鸣声和风吹稻浪的沙沙声
交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美妙的水稻
丰收交响乐。
据悉，杭州及时雨植保专业合作
社共有 2430 亩土地，因面积较大，全
部种植单一品种作物，丰收时会出现
人手紧张的情况，合作社就种植了一
部分早熟品种。目前正在收割的是
170 亩早熟晚稻。及时雨合作社除提
升农业机械装备外，还通过调整水稻
品种来实现错峰种植和收割。今年不
仅种植了常规稻和杂交稻，还种植了
彩稻和早熟晚稻。
“这批晚稻收割后，我们会种植油
菜，其它地块则在十月底统一收割。”
及时雨合作社工作人员说。

用大爱之心
做好大德之事

本报讯 （记者 沈黎勇） 区政协主席沈昱
一行前日调研区红十字会工作，参观了解区博
爱之家志愿者（会员）服务中心，现场学习体验
心肺复苏应急救援，听取区红十字会工作情况
汇报。区政协副主席沈洪相，区政协办、文史
委、委工委主任及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参
加。
沈昱一行实地察看了区博爱之家志愿者
（会员）服务中心、区红十字会办公培训场所。
区博爱之家志愿者（会员）服务中心于去年 12
月成立，是全省首家依法注册、专门从事志愿
者和会员服务的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目前，
中心组建有 14 支志愿服务队，初步形成了“小
手大爱”等 7 个志愿服务品牌。中心运用互联
网思维与技术，建设“数字红会”平台，探索“互
联网+红十字会+社会治理”新模式，努力打造
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的重要窗口、余杭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重要基地。
据了解，全区目前有 498 家基层红十字会，
54545 名会员，3231 名志愿者。近年来，区红十
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
重大灾害救援、保护生命健康、促进民生改善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做了大量的实事、善
事。今年以来，全区造血干细胞捐赠人数达 7
人，累计 45 人，居全省第一；配备 AED 机 200
台，开展培训 627 场、38707 人次。特别是在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区红十字会勇担责
任、连续战“疫”，第一时间招募志愿者参与卡
点防控工作，组织捐款捐物达 2343 万元，全部
用于疫情防控，有效提升了余杭红会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
沈昱对区红十字会发扬人道、博爱、奉献
精神，积极开展“三救”
（应急救援、应急救护、
人道救助）、
“三献”
（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人
体器官组织）和志愿服务等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他指出，区红十字会各项工作落实
推进有激情有活力有特色，探索实践有新亮点
有新突破，用大爱之心做好大德之事，工作扎
实、成效明显。希望区红十字会紧紧抓住群团
组织的职责定位，充分依靠各级党组织，主动
出击，建好公益团体，进一步提升应急救灾能
力、增强人道救助实力；积极探索项目化捐赠
创新模式，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红十字事
业，凝聚起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注重宣传交流活动，更好地赢得广大群众的理
解信任，扩大红十字会的知名度；积极推进“数
字红会”建设，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打造红十字
工作品牌。

政策引领 专家聚首

用雕塑献礼祖国
曾成钢中华民族大团结
群雕展在莲美术馆展出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1 周年华诞。71 年间，56
个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造就了多民
族共存共荣的辉煌时代。作为祖国生日
的献礼，日前，
“ 礼赞中华”——曾成钢中
华民族大团结群雕展在西溪湿地洪园莲
美术馆展出。
曾 成 钢 ，现 为 上 海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院
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学会会长、
全国政协委员，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雕塑
艺术家。
此次展出的 56 组民族大团结铜质组
雕，是曾成钢历时 4 年 8 个月创作完成的，
以每个民族一男一女载歌载舞的造型，来
呈现中华民族这一相互依存的大家庭。
作品中苍劲有力的线条纹理，似乎在发出
呐喊，让人在视觉上产生强烈的震撼，体
现了中华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
共命运”
的情感和道义。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寻找更
契合当代社会生活、反映全国各族人民为
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的宏大叙事性创
作题材。”曾成钢说，
“ 中华民族精神的博
大精深和朝气蓬勃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我想要展示每一个民族积极向上的风貌，
弘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
和平的精神，从而凝聚共同记忆，创造时
代文化。”
（详见第 4 版）

余杭天气预报

夜读 为夜生活开辟
“文化绿洲”
幸福余杭
（记者 吴一静）“现在家门口的文
化设施越来越多了，我一有空就去社区
的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晚上也开放。”家
住东湖街道蓝庭社区的曹兰珍分享着自
己的文化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余杭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公共文化
服务。
这些年来，余杭的公共文化事业不
仅发展快，文化生活的成本也在不断降
低，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已成为生
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不断涌现的各
具特色的阅读空间，让“夜读”生活随之
悄然兴起。
余杭图书馆每天晚上都有上班族和学生族前来“打卡”
晚上 7 时许，记者来到临平图书馆，
除了临平图书馆，余杭图书馆每天 “阅读悦享·你点书、我买单”书店借书等
一进大门就体验到智慧化的科技服务。
晚上也吸引了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族前来
服务。
“ 我们正在打造无边际、无时空限
馆内采用 AI 人脸识别系统，在总服务台
制的数字图书馆，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
录入脸部信息后便可进入。门口导航机 “打卡”，或阅读或自习。读者徐磊表示，
图书馆安静的学习氛围让他感觉良好，
的公众号下载数字书本，随时读书、借
器人“临临”会在入口处引导读者去往图
书、还书，享受不受时空限制的高质量文
书馆的各个区域，初次前来的读者完全 “就像回到大学一样”。
在余杭，各具特色的“城市书房”成
化服务。”
罗素洁说。
不用担心找不到路。此外，智能书架、智
为我区新的文化地标，
“ 不打烊”的自助
此外，我区还将开展公共图书馆服
能借阅柜、大数据系统屏、VR 一体机、电
图书馆开辟了深夜“文化绿洲”，
“汽车图
务大提升行动，通过社会合作，以“图书
子书瀑布流、自助借还机等设备也是一
书馆”把装载着书籍的汽车开进企业、部
馆+”模式打造特色鲜明、布点合理、群众
应俱全。在这里，捧着沉甸甸的书，享受
队、社区，进一步完善着 15 分钟阅读圈。
爱去的主题图书馆、城市书房等，扩展阅
内心的宁静，成为众多读书爱好者的选
“今年受疫情影响，24 小时智慧化自
读空间和阅读形式，把图书馆办到群众
择。
家门口。同时，发展临平、塘栖、崇贤、仓
家住附近的读者沈红燕告诉记者： 助图书馆暂停了一段时间，目前已逐步
恢复。”余杭区图书馆馆长罗素洁介绍
前、径山等分馆作为“信阅”服务基层点，
“我经常下班后来这里看书，这里的智慧
道，未来我区将继续增设 24 小时智慧化
推动图书资源向基层和农村下沉，让知
元素随处可见，阅读体验很丰富，装修风
自助图书馆、夜间书房，提供快递到家及
识
“不打烊”
、书香无限蔓延。
格也很文艺，特别能让人静下心来。”

今天晴到多云，
东北风 3-4 级，气温 16-26℃。

共推良渚生命健康
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生命科技产业关
乎民生幸福、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前日，一
批行业领袖齐聚良渚，在浓厚的生命科技产业
创新创业氛围下，共同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赋
能，达成了众多合作意向。
活动由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策划，星运集
团、星运医疗健康产业园承办，得到了良渚生
命科技小镇的大力支持。从令人振奋的良渚
生命科技小镇规划图到小镇先导区，再到星运
医疗健康产业园，与会嘉宾感受到了五千年文
化和现代生命科技产业的完美融合。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
组织总会会长梁星心为本次大会致辞，他希望
专家们能够与良渚结缘，把根留下来，把队伍
带进来，共同建设良渚新城，共同建设生命科
技小镇。
杭州良渚新城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吴宏伟介绍了良渚生命科技小镇的规划。近
年来，小镇先导区总投资约 2.5 亿元，设立企业
加速区、企业孵化区、功能配套区、生活区、健
康服务中心等功能区，覆盖互联网医疗、医疗
器械、基因检测、创新药研发等前端领域，将打
造成为独具特色的大健康产业创新载体。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骨伤研究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浙江省医学会、浙江省口
腔医学会、浙江省口腔医院、浙江省医药行业
协会、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浙江省医疗
器械行业协会、浙江省中药饮片产业协会、省
中药研究所等行业协会的专家进行了深入交
流，达成了专家支持、共同举办行业活动、助推
人才引进等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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