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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新坐标 杭州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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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东部崛起”主平台担当 扛“全域创新”主力军责任

开发区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800亿大关
本报讯（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陶玲

燕）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年度经济
数据初步统计结果日前出炉，开发区全年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810.40亿元，同比增
长 17.3%；规模工业增加值 233亿元，同比
增长 18%左右，创 5年来新高；总量均达到
2015年的 2倍，“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率
超过10%。

破 800 亿大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东部崛起主平台、全域创新主力军、现代
新城样板地、未来智造引领区”的责任担
当，意味着城东智造大走廊重要高地“十三
五”的漂亮收官。在 2020年这个极不寻常
的一年，开发区能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810
亿目标，靠的是心无旁骛将发展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靠的是扎扎实实推进“新制
造业计划”，紧紧依托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双引擎”驱动，从而取得了抓防

疫促发展“两战全胜”的佳绩。
刚刚过去的 2020年，开发区进一步做

优做强主导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
产业两大主导产业全年分别实现工业总产
值 595.69亿元、88.6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3.8%、26.7%，合计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84.4%。

在开发区的产业大阵营中，重点企业
支撑明显。截至目前，开发区亿元企业达
113家，其中，百亿以上企业2家、五十亿元
以上企业 3家、十亿元以上企业 13家。初
步统计，亿元以上企业全年实现规上工业
总产值 734.65亿元，占比达 90.7%，同比增
长19.7%。

“十三五”收官之年，开发区积极打造
“智能制造”先行区，吹响“产业数字化”全
面转型号角。“西奥电梯”“贝达药业”分别
荣获“省政府质量奖”“省政府质量管理创

新奖”；“海的动力”“本松新材料”“仁德医
药”成为省级“隐形冠军”；“中翰盛泰”“铁
流离合器”列入省级首台（套）装备工程化
攻关项目；“东华链条”获得浙江省工业大
奖金奖；“老板电器”“春风动力”“迅犀服
装”3家企业列入全省首批重点培育的“未
来工厂”；10万平方米的“中国余杭品牌直
播产业园（云裳城）”成功打造。

为持续锚固产业数字化标杆效应，开
发区数字化诊断改造全面推进，建立了298
家规上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数字
化需求诊断专项行动，联合专业服务机构
开展数字化培训、诊断和需求对接，全年引
导 215家规上企业制定数字化建设规划和
方案，实施市级及以上各类数字化项目131
项，其中国家级 20项、省级 73项、市级 38
项；实施“机器换人”项目 50个、机器人推
广应用210个，完成企业上云300家。

“十三五”收官之年，开发区积极打造
“凤凰计划”引领区，推进“余杭板块”优质
企业不断壮大，抢抓新一轮上市培育“窗口
期”，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召开百家企业上
市培育工作推进大会，营造“比学赶超”推
上市的浓厚氛围。2020年，“亿邦国际”“众
望布艺”“豪悦护理”3家企业先后在美国纳
斯达克和上交所主板上市，开发区上市企
业总数达到14家。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按照预定计划，2021年开发区
有望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900亿元，工业
增加值、规模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 12%、15%。开发区将以“双百计划”“冠
军计划”等为载体，大力培育亿元规模企
业、单项冠军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力争
亿元企业数量超过 125家，新增十亿元规
模企业3家、五十亿元规模企业1家。

公共自行车
可以免押金租用了

本报讯（记者 凌怡）从1月7日起，杭
州公共自行车推出“扫码租车免押金”服务，
市民只要通过信用免押进行实名认证后，无
需缴纳 200元信用保证金，就能实现免押金
租车。记者从余杭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
司了解到，此项新服务在余杭同样适用。

“必须先下载‘叮嗒出行’App，再点击首
页‘实名认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后，经校
验通过即可进入‘免押通道’。随后，选择‘0
元免费开通’，同意‘信用免押协议’，完成

‘信用免押’。”余杭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
司自行车管理部周军介绍，实名认证后通过

“叮嗒出行”App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都可
以直接租用小红车，不再需要缴纳信用保证
金。

值得注意的是，已在“叮嗒出行”账号内
缴纳信用保证金的市民，可以先退还保证金
再进行免押金操作，已绑定实体卡的用户则
需要先解绑实体卡才能进行免押金操作，且
每个账号和实名认证一一对应。

记者了解到，全区共有公共自行车服务
点765个，共投放公共自行车2万辆，日均租
车 4万人次。目前，余杭已推出“24小时全
天候运营”“手机扫码租车”“错峰还车”“隔
夜还车”等服务，进一步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

（记者 潘怡雯 通讯员 雒震 张德
峰）作为区供电公司2020年度新改扩建
的第10座变电站，110千伏姚埭变于去年
年底正式投运，为这一年的余杭电网建设
画上圆满句号。2020年挑战重重，区供电
公司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在推进电网建
设、服务余杭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交出了满
意答卷。

35千伏南山变增容扩建工程投运、
110千伏余杭变增容扩建工程投运、7座
变电站接连投运……2020年，区供电公
司累计新改扩10个变电站，新增124.5万
千伏安变电容量，占余杭电网现有容量的
14.7%，同比增长 256%，占杭州 7个县公
司年度总新增变电容量的40%。

服务重点项目
全年线路迁改量是前三年总和

2020年 8月 3日，湖杭铁路余杭段电
力迁改项目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一
天。湖杭铁路余杭段长41.2公里，涉及的
电力迁改量是各段中最大的，这也是余杭
电力史上时间跨度最长、施工难度最大、
安全风险程度最高的电力项目。

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区供电公司主
动对接政府职能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精
心编制迁改方案，倒排工期，有效落实现场
勘察，确保迁改按期推进。在为期5个月
的施工过程中，区供电公司通过错峰施工、

搭建临时电力塔等方式，确保沿线居民和
企业用电正常。

2020年，区供电公司共完成湖杭铁
路、东西向快速路等 27项输电线路迁改
工程停电割接工作，累计迁改110千伏线
路 30条、35千伏线路 4条，新建双回路铁
塔111基、四回路铁塔8基，新建架空线路
17.94公里、电缆线路 25.42公里，2020年
线路迁改工程量是前三年的总和。

落实配网升级
提升供电可靠性

“通过配电网智能运维管控平台，我
们在自动化监控室里就可以集中监控余
杭区内所有配电站点数据。”区供电公司
运检部专职钱家恒告诉记者。

近年来，余杭区配电网用电负荷增
长迅速，对配网的供电可靠性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2020年，区供电公司加大配
电网自动化建设力度，加快开展开关站
自动化改造。截至目前，区供电公司在
全区共建成 900余座自动化开关站，位
列杭州 7家县公司之首，并成为浙江省
内第一家完成电缆线路分布式馈线自动
化的单位。

同时，区供电公司积极推进 10千伏
线路带电作业，2020年完成 2536次带电
作业，同比增长 77%，实现平均每户年平
均停电时间减少 4.1小时。目前，在全区
范围内有2个取消计划停电示范区，实现
示范区内全年无计划停电，供电可靠性在
99.995%以上。

储电能 抓项目 优配网

余杭供电加速推进电网建设高质量发展

星桥南星商业综合体
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坚 通讯员 虞倩）临
平新城重点项目星桥南星商业综合体项目
日前开工建设，为新城商贸版块再添一员生
力军。

该项目位于星桥街道南星社区，东至星
源路、南至相邻土地、西至相邻土地、北至诚
韵街。项目用地面积约19亩，总建筑面积约
5.1万平方米，主要功能设计包括商务办公
楼、商业、农贸市场，计划于2023年完工。

商务办公楼拥有现代化办公区、会议
区，还设置大空间共享会议厅；商业综合体
定位为社区生活中心，植入艺术生活美学主
题商业业态，给市民提供高审美标准的生活
与消费体验。项目还包含一个四星级农贸
市场，建成后将弥补周边片区农贸市场缺
口，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项目将努力打造成为星桥片区的城市
客厅、区域商业中心及地标中心，有力提升
区块城市品质。

区领导带队检查
南苑农贸市场

本报讯（记者 凌怡）昨日下午，副区
长葛建伟带队赴南苑农贸市场检查市场运
营情况，实地协调解决市场运营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区市场监管局、区供销联社、区交
通运输局、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区城管
局、南苑街道、临平新城、区环境（水务）控股
集团、国网电力余杭分公司等分管负责人参
加。

南苑农贸市场位于世纪大道东延段和
临东路交叉口，总用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3559平方米，设置零售交易区和批
发交易区，内设有蔬菜、肉类、水产、豆制品、
卤味、副食品等门类，共有 173个摊位和 54
间营业房。检查组一行详细了解市场经营
管理、客流销售、配套设施完善等情况。

针对市场提出的出入口道路提升改造
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问题，相关部门、平台
和属地街道进行现场踏勘，会同协商，并提
出实际解决办法。

葛建伟指出，农贸市场与人民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是一项事关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
项目，要提高硬件设施保障和软件管理水
平，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
为，守好食品安全防线。要高度重视疫情防
控工作，切实保障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手段有
力到位，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配
合，及时解决市场运营中遇到的困难，保障
市场稳定运行。

“码上防疫”化解面对面的风险
“一米距离”守牢市民安全底线

详见第2版

进入公共场所，扫码测温戴口罩是“标配”动作

保持安全距离，拒绝近接触

区一院要求接诊“一人一诊室”

临平新城出实招
做企业“护航者”

本报讯（记者 陈坚 通讯员 虞倩）
杭州市科技局日前公布 2020年市级标准
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位于临平新城的
航启因诺智能数据孵化器、星创中心 2家
运营单位入选。

杭州航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
理的智能数据加速（孵化）器于 2018年 12
月投入运营，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
产业。截至2020年底，该园区共有在孵企
业40家，空间入驻率100%，通过临平新城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评审14家，引进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9家，引进国家级领军
人才2名、杭州市D类以上人才8名。

“航启”取得的成绩与临平新城的助
推分不开。近年来，临平新城通过拓展创
新空间、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注重培育引
导等一系列举措，全力打造高效快捷的一
站式科技型企业管理服务平台。

数字经济新高地、浙商科创集聚地和
时尚发展策源地是临平新城产业培育的
三大主攻方向。据统计，2020年，临平新
城新建创新空间54万平方米，向企业返租
面积 25万平方米，引进孵化载体 8个、面
积达11.3万平方米。全年新增杭州市E类
及以上人才 212人，引进特色人才 206人，
培育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项目（新
增数）49个。

为深入推进国高企培育计划，临平新
城以贴心服务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注入

“推进剂”，提供全方位服务，在优化高企
申报机制和流程的同时，提供“一对一”企
业诊断及评分预估，帮助企业提升认定通
过率。科技部新近公布的浙江省 2020年
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临平
新城有40家企业入围，新增数量创历史新
高。至此，预计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91家，累计数量近倍速增长。

围绕科技型企业培育目标任务，临平
新城持续加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培育力
度。2020年，新增杭州市“雏鹰计划”企业
16家，同比增长 77.78%；省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累计达125家。高新技术企业梯队日
益完善，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科技项目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趋成为新城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前不久，浙江省科技厅发布2020年拟
建省级企业研究院的公示名单，银都餐饮
设备研究院上榜，成为临平新城首家省级
重点企业研究院。2020年，临平新城新增
杭州市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12家。截至目
前，共有 14家浙江省级研发机构、23家杭
州市级研发机构、54家余杭区级研发中
心。

2021年，临平新城将继续以“最多跑
一次”、力争“跑零次”为服务理念，全面打
造“三服务”2.0版，开展全程服务、精准服
务、联动服务，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助推
新城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亲连心“三服务”

杭州最小变电站于去年12月19日
在余杭街道投运

新华社杭州1月12日电 根据杭州市近日发布的《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杭
州市锚定发展新坐标，立志建设成为立足国内、面向亚
洲、辐射全球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根据行动计划，杭州市将通过注入国际、时尚、智慧
等元素，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分类培育休闲消费
街区和进口商品特色街区，着力打造一批新消费商圈和
新商业中心。

为优化高端消费供给，杭州市将着力引进商业领域
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知名商贸企业在杭设立全球总部、
亚太总部等，提升杭州在全球中高端消费领域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大力建设夜间经济集聚的“夜地标”，打响“忆
江南·夜杭州”品牌。

此外，为提升国际形象，杭州市还将开展城市整体营
销，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推广“新消费·醉杭州”品牌，深化

“世界美食名城”建设；围绕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吴越文化
等文化元素，讲好杭州故事，提升杭州旅游的国内外吸引
力。

根据计划，到2023年，杭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
争突破 8000亿元，年均增长 8%以上；网络零售总额力争
突破 1万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推动杭州建设成为全
球智慧消费体验中心和知名休闲目的地。

我区首个5G基站试点白马坑通信
基站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