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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窑举行小镇纪念日活动

老街文旅深度融合散发新活力

良渚文化村
枫叶红了

“稻”不尽的奇妙之旅

径山镇前溪村
第三届丰收节火热开启

本报讯（良渚报道组 俞晓菲 通讯
员 汤锦泉 施振东）昨日，“小康路上 我
们一起话幸福”2020瓶窑小镇纪念日暨第
三届浙艺金鹄电影节启动仪式举行。

2019年 11月 23日，瓶窑老街正式开
街，开启了全镇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纪元。
一年来，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一场场大型
活动启幕，一件件民生实事完成……瓶窑
正向着“文旅融合样板地，校地协同创新
城”的发展目标阔步迈进。

开馆、揭牌、签约……
优质项目不断进驻瓶窑

小镇纪念日当天，位于瓶窑镇窑山公
园东入口的杭州市亭市古陶瓷艺术馆正式
开馆。艺术馆现有面积 200余平方米，展
示了从良渚时期到民国的700余件瓶窑地
区出土的陶器，勾画出瓶窑陶窑文化数千
年的历史脉络。

“历史上，瓶窑一直以烧窑制陶闻
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瓶窑人从事陶艺
制作，但原本灿烂的陶窑文化与历史却渐
渐被时间尘封了。”瓶窑镇区域发展办公
室（文旅）主任莫建杭说，“建设亭市古

陶瓷艺术馆，为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瓶窑
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了解瓶窑陶瓷制品
的重要价值，从而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
未来，艺术馆将成为瓶窑本土历史、文化
的重要展示窗口，助推瓶窑文旅深度融
合、加速发展。”

在现场开展的签约仪式中，万枫（圣
禧）·茶诺居、辛巴达海洋乐园两个重点文
旅项目落户瓶窑老街。瓶窑镇与浙江艺术
职业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开展校地合作签约。瓶窑镇将进一步深化
与高校间的合作，发挥高校在文旅融合、人
才培育、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作用，共同推动
全镇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发布
20万文旅消费券免费派发

去年，瓶窑老街开街拉开了瓶窑镇文
旅融合高速发展的序幕；今年，小镇纪念日
则吹响瓶窑全域文旅深度融合的号角。

据文旅融合发展规划介绍，下阶段，瓶
窑镇将围绕一个中心，聚焦三个板块，串联
多点资源，高质量开启“后申遗时代”文旅
融合发展新篇章。

“‘一个中心’是指围绕良渚古城遗址
这一中心开启双城融合建设，双城融合包
括良渚古城与瓶窑老城的融合、良渚古城
与南部新城的融合；‘三个板块’即聚焦田
园湿地、瓶窑老街、世遗村落三个板块，结
合各自的自然禀赋与文化底蕴，打造各具
特色的文旅目的地。”瓶窑镇党委委员周冬
梅介绍，通过全域范围内的产业规划、环境
提升、项目招引，瓶窑镇力争打造文旅融合
的样板地。

小镇纪念日活动中，瓶窑发布了“风
味瓶窑、寻味美食”计划与全球 10名文
旅体验官招募令，挖掘本土文化特色，增
强瓶窑文旅品牌知名度。同时，为促进消
费扩容提质，借助小镇纪念日举办的契
机，瓶窑镇向全社会免费发放了 20万文
旅消费券，通过手机领取电子消费券，便
可在瓶窑同心产业联盟的商家内享受消费
抵扣，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宾共享瓶窑文旅
发展成果。

金鹄电影节启幕
全国高校电影“奥斯卡”来到瓶窑

昨日，第三届浙艺金鹄电影节暨原创

影像大赛在瓶窑老街开幕，即日起至12月
19日，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戏剧影视理论
家路海波，浙江大学教授沈华清，国家一级
导演尤小刚等电影领域的专家、学者将齐
聚瓶窑，各类讲座、展览、展演、路演等活动
将在瓶窑老街轮番上演。

浙艺金鹄电影节暨原创影像大赛一直
秉持“立鸿鹄志，培育有金子般心灵的电影
人”的宗旨，致力于孵化优质作品及影像新
生代人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影视文化。本
届金鹄电影节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瓶窑
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全国各高等院
校大学生影像创作者参与。

“本次金鹄电影节是瓶窑镇与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的合作，让全国高校的学生们
可以在瓶窑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感悟电
影艺术的魅力，也让远近游客参与到这次
电影盛会之中。”周冬梅说，“未来，我们将
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开展更加深度的合
作，打造高校学生的实训基地，让学生们可
以在瓶窑肆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
及专业能力，也助推瓶窑文旅、文创产业进
一步发展。”

区一院耳鼻咽喉
头颈部解剖实验室揭牌

本报讯 （记者 陈轶东 通讯员 黄洁
菁）昨日，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鼻耳颅底解
剖学习班开班，同时，“浙大二院余杭院区耳
鼻咽喉-头颈部解剖实验室”揭牌。90余名耳
鼻咽喉科专家齐聚区一院探讨耳鼻咽喉科学
术新进展，发展新动向。

区一院耳鼻咽喉-头颈部解剖实验室目
前是省内最为标准规范的耳鼻咽喉科专业实
验室，占地面积为130平方米，分为准备区和
实训区，其中实训区拥有5个标准操作台，均
配套有中央吸引及独立的供水系统，并拥有
开展内镜、显微镜操作时所需的基础配置。

2014年，区一院与浙大二院正式开始实
行战略合作，在6年的合作中，区一院突破专
家定期坐诊或手术的模式，以“科室融合”作
为与浙医二院合作的新起点、新模式。区一院
耳鼻喉科是首批浙大二院深度融合学科，由
国内知名耳鼻咽喉科专家杨蓓蓓教授担任科
主任，科室与浙二耳鼻咽喉科实现同质化管
理及医疗服务，成为院重点学科。在医院的大
力支持下，2018年建成省内最大规模的睡眠
医学中心，开展了OSA的规范化诊疗及睡眠
医学多学科MDT诊疗工作，获得患者的高度
认可。

近日，良渚文化村风情北路两
侧的枫叶红了。伴着徐徐微风轻
轻摇曳，红色黄色绿色的树叶错乱
交织、相互映衬，呈现出一幅色彩
斑斓的美丽画卷。

记者 王珏

本报讯（记者 徐赣鹰）近日，省经信厅公布“浙江
省第六批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评审结果，余杭区闪捷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和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3家企业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
省各县市区第一位，为“云上浙江、数据强省”建设作出
贡献。

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
一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发展离不开数据安全平台的保
驾护航。此次入选的闪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
批落地大数据平台数据安全防护解决方案的厂商之
一。闪捷信息公司在业内首创“零信任”动态数据安全

治理以及“云·管·端”立体化动态数据安全解决方案，产
品范围涉及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加密、数据脱敏、数据库
审计、数据库防火墙等。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针对各垂直行业落地产品，用AI算法驱动决策，
帮助企业级客户实现数据资产智能化，为现代商业赋
能。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是国内电梯行业唯一获得
省、市、区三级政府质量奖荣誉的企业，近年来西奥公司
加速形成“一键流”“一键通”的智能制造生产模式，创新
研发了XO-GMEIII钢带电梯、公交型重载型扶梯等浙江
制造“品字标”产品，在世界最深高铁站——八达岭长城
站和北京地铁1号线等标志性工程得到应用。

本报讯（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金鑫）
昨日，在径山镇前溪村的金色稻田中，鼓声阵
阵，人群攒动，一年一度的丰收节火热开启。
副区长葛建伟参加活动。

本次丰收节由区农业农村局、径山镇人
民政府主办，径山镇六大产业治理共同体承
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教育局、区
旅游集团、区妇联、区文联共同参与。

前溪村沐阳润水，农作物丰盈，前溪畈共
有 1380亩，是浙江省认定的第一批省级粮食
生产功能区。本次丰收节以“‘稻’不尽的径山
奇妙之旅”为主题，融合串联径山镇田野牧
歌、禅茶一村、古城慢谷、六谷农庄、径山书
院、梅秋里等六个共同体，举办农特产品展
销、趣味农事体验、乡村景点游览等特色活
动，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话增收、共谋发展
的良好氛围。径山奇妙之旅包括稻香遇见茶
韵、童年的田园两条旅游线路，活动将持续到
本月底。

近年来，径山镇围绕“富美径山”发展战
略定位，构建“古城慢谷、六谷民食民宿、禅茶
一村、梅秋里、径山书院、田野牧歌”六大产业
治理共同体发展平台，打破地理界限，实现资
源共享、功能互补，通过发挥共同体党组织引
领作用，以治理促发展，增加农户在家门口就
业、创业机会，致力实现村强民富。今年“十
一”期间，六大共同体通过首次活动共办，实
现全镇区域内累计接待游客数 27.2万人次，
实现区域内旅游总收入 1589万元，比去年同
期分别增长19.8%和17.9%，创历史新高。

浙江省第六批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公布

余杭入选数量居全省县市区首位

幸福余杭幸福余杭

（记者 童江平）车驾管业务包括车辆
的注册、转移、抵押、检验等车管业务，也包
括驾驶人资格申请、考试、年审、换证等驾
管业务，无一不与民生息息相关。为切实
减少机动车所有人及驾驶人办理业务所需
的时间成本，区公安分局交警部门细化业
务科目，整合政府职能和社会服务，打造智
慧服务体系，强化服务理念，变“你来办”为

“我来办”，真正实现各项车驾管业务科目
“最多跑一次”。

83家合作单位参与服务
方便群众就近办

余杭地形狭长，东西跨度大，之前，余
杭、瓶窑交警中队服务窗口和位于临平的

车管所的业务受理量，已不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多的车驾管业务办理需要。尤其
是涉及驾驶人申请资格审核、学习考试等
驾管业务，西部镇街的居民往往耗时较
长。自2019年开始，区交警大队在原来基
础上又下放包括驾驶证年审在内的 15项
车管业务到余杭、瓶窑交警中队服务窗口，
并在瓶窑中队设立了安教分校。目前，周
边群众可在瓶窑中队办理48项、余杭中队
办理 43项车管业务。此外，诸如临牌、电
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等业务，区交警部门充
分调动社会资源，积极联合辖区83家企事
业单位参与办理车驾管服务，目前全区有
2家银行、4家警保合作服务点、7家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20家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
点、55个临时号牌办理点、15个警医（邮）
服务点可办理车驾管业务，方便群众“就近
办”，今年以来各社会服务点共办理车驾管
业务538001笔。

29项车驾管业务流动办
环保认证手机办

为方便市民办理相关车驾管业务的同
时，区交警部门不断延伸便民服务新内涵，
瞄准学校、社区、农村、企业、医院等服务对
象，在全市范围内首推流动服务车业务，该
服务车在涵盖29项车驾管业务的基础上，
逐步增加了出入境、流动人口、户政等业
务，目前已升级为“公安综合业务流动服务
车”。截至目前，该流动服务车已办理业务
达10755笔。

随着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升级和我区外
来人员的不断增加，省外或省内其他地区
转入车辆环保排放认证办理业务的受理量
日渐增加，为避免群众两地跑，区交警部门
与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合作推出微
信小程序“余杭车辆牌坊认证助手”，办理
人在该微信助手自主上传上牌指标、登记
证书进口关单、身份证照片，后台工作人员

进行审核通过后，即可在车管现场进行打
印，真正实现机动车转入环保认证“跑零
次”。截至目前，通过该小程序申请办理的
业务量为2327笔。

车辆年检咨询导办
小微修服务免费办

车辆年检在许多市民的印象中既耗时
又费力，为切实改变这种“门难进、车难检、
耗时长”的印象，区交警部门对全区所有检
测公司进行约谈，要求所有检测公司必须
增设专职大厅咨询导办员，对检测不合格
车辆进行实时跟进并指导下一步做法；同
时要求所有检测公司增设免费小微修服
务，对车辆灯光角度、刹车等小问题进行现
场免费调试，免去车主因小毛病在修理厂
与检测点之间往返跑的麻烦，今年以来，通
过免费微调检测合格的车辆就达8456辆。

就近办 流动办 手机办 免费办

我区所有车驾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

余杭2020年公共自行车
一期点位建成启用
全区服务点已达745个

本报讯（通讯员 沈薇 记者 凌怡）记
者从区交通集团获悉，今年以来，公共自行车
服务点位的覆盖进一步完善，目前，一期规划
新建的 35个服务点全部建成，随着这批服务
点开通试运行，余杭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已达
745个。所有点位均实施 24小时全天候服
务，支持刷卡和手机扫码两种租车方式，无缝
接驳公交、地铁，解决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
难题。

该批点位在南苑街道、临平新城、星桥街
道、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崇贤街道、乔司街
道、良渚街道、仁和街道、未来科技城、闲林街
道、中泰街道等均有分布。需要注意的是，位
于闲林街道的西市街闲林中路口、联荣路西
场口弄两处服务点，因外部道路正在施工暂
时不方便出入，待道路建设完工后才能正常
使用。

此外，余杭公共自行车 2020年二期规划
建设的20个位于未来科技城区域的服务点建
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方便
未来科技城区域市民的绿色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