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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城市会客厅感受老底子的年味

本报讯（记者 王珏）老底子的年
味是什么样子？春节期间，瓶窑老街自
然造物乡村城市会客厅的“大过中国年”
特展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观。

此次特展以“中国年——文化与设
计”为主题，展出了2000余件来自全国各
地的年俗文化展品。无论你来自哪里，
都能在这里找到家乡的年味，解一解心
中的乡愁。观众除了参观，还能动手体
验。记者在现场看到有木版年画、泥老
虎、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
展演，更有多种互动体验形式，让大家体
验老底子年味的无穷魅力。

除了“大过中国年”，在乡村城市会
客厅内，记者还看到“在路上的礼物”“践
行的力量”“民艺创新”三大展区。其中

“在路上的礼物”展示了挖掘再现后的民
族风俗；“践行的力量”是“自然造物”的
自有品牌，陈列着经过文化沉淀以及再
创造后的文创产品；“民艺创新”则展示
的是传统工艺的创新。

据余杭自然造物民艺研究中心内容

总监仲文介绍，“自然造物”创立于 2013
年，旨在以自然、人文、手艺三大核心元
素，记录有意思的手艺人，并通过“一人

一事一物”的方式互联互通，把中国各地
区的原生态农产品、传统文化和传统手
艺进行再现、再造、再生于现在的生活，

通过线上分享和线下体验互动，让传统
文化和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孙
艳）昨日下午，《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发
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余杭区和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发
布了《余杭文旅融合指数》。这是国内首个
区县级文化和旅游融合指数测评指标体
系，为文旅融合精准施策提供了有利依据，
具有示范意义。

2020年，余杭区联合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中国旅游研究院就文化和旅游融合
指数进行立项研究。经过一年时间的努
力，以余杭为样本构建了国内首个区县级
文化和旅游融合指数测评指标体系，并经
过综合测算，得出余杭文化和旅游融合指
数为81.64。

余杭文旅融合指数以用户视角，即居
民和游客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获得感为衡
量标准，构建以消费侧为主体、供给侧为矫
正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指标体系，从供需
侧综合评测余杭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水平，
是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创新之举。指数构建
重点参照的是国际通行的满意度测评体系
和中国游客满意度测评体系，具有可靠的
技术支撑。

余杭以指数为统领，把居民和游客获
得感、产业融合度、行业治理现代化等定性
概念转化为可统计、可分析的定量指标，较
为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区域文化和旅游融合
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和市场影响力，刻画
出文化和旅游融合精准评价的“全景图”，

为文旅融合精准施策提供了有利依据，较
好地解决了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评价指引难
题，有效实现“余杭指数，全国可比”，具有
较强的示范意义。

我区历来十分重视文化和旅游发展，
是全国文化先进地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
区、浙江省旅游经济强区、浙江省首批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在文旅融合的大背
景下，我区在国家及省市部门的指导和支
持下，依托优越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社会
经济及生态条件，坚持以“文旅融合体系建
设”（一横）和“世界文化遗产 IP建设”（一
纵）的“T”字型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格局推动
全区文化和旅游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融
合发展。2020年，我区成功创建为浙江省

首批文旅产业融合试验区、浙江省首批文
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区，文旅项目投资列全
省第一，获评“浙江省文旅融合十佳区”。
去年由于疫情，我区旅游业受到一定影响，
但全区仍接待游客达 2323万人次，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91.63%；旅游总收入 284亿
元，同比增长0.25%，实现文旅逆势复苏。

下一步，我区将围绕落实浙江省“重要
窗口”和新时代文化高地的建设要求，以余
杭文旅融合指数为指引，深化供给侧改革，
强化全产业链融合，推动余杭文旅高质量
发展。

发布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副区
长许玲娣在余杭区主会场参会。

全国首个 余杭文旅融合指数昨发布
为文旅融合精准施策提供有利依据

余杭纸伞

黄河沿线布老虎系列

（记者 宋晗语）坐落于未来科技城的
杭州佳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
4月。这家还未满“周岁”的高科技研发企
业，凭借其在影像导航下医用激光微创介
入领域的出色成绩，目前引来了多家知名
投资机构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

一家初出茅庐的公司，为何能这么快
站稳脚跟？“佳量医疗”创始人曹鹏说，一方
面是因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目前核
心项目磁共振引导激光微创消融技术属于
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受到了医疗和投资
界的广泛关注。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余杭政府部门爱才惜才的热情帮扶和推
动。

曹鹏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
程专业，是法国国家高等研究院和法国贡
比涅技术大学生物力学与生物工程重点实
验室博士。去年3月，曹鹏偶然参加了未来
科技城举办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促进
会，当时便被余杭政府对人才的包容和重
视所震撼。“在我做项目介绍时，现场来的

余杭区人才办工作人员听得特别仔细。他
们听完我对项目的阐述后，当即向我抛出
了橄榄枝，并主动帮我与多部门牵线搭桥，
推荐项目，希望我能留在余杭创业发展。”
提起这些，曹鹏至今还记忆犹新。

“创办公司绝不是一件小事，选址、招
人、注册等等这些我都不太懂。但未来科
技城工作人员一直在帮助我，甚至连公司
的装修他们也积极参与，出谋划策。”曹鹏
动情地说，在政府的帮扶下，一切进展顺
利。2020年 10月，余杭区人才办通知曹鹏
参加杭州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
一开始，他没什么信心，但在人才办工作人
员的鼓励下，曹鹏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斩获
二等奖，所获奖金也为公司项目孵化按下
了加速键。

其实，像曹鹏一样的众多人才之所以
能安心在余杭创新创业，主要是因为余杭
已构建了一套成熟的服务人才保障机制
——“全生命周期”人才创业创新服务体
系。日前，这个体系还荣获了 2020年度浙

江省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例。
该体系聚焦“引得进”，不断探索更具

竞争力的引才模式。例如多次举办国际性
大赛，吸引海外高层次创业创新团队；配
套设立人才“以赛代评”机制，项目领衔
人最高可直接评定为C类人才；以硅谷为
重点，构建起全球21个城市海外引才驿站
体系，形成链接世界的人才发现网络。此
外，以市场化评价引才，建立人才分类评
价指标体系；以浙江人才大厦为载体，打
造服务全省的“创新共同体”，不断支持
全省各地特别是加快发展县的人才企业进
驻。

紧盯“干得好”，营造更具创造力的创
业环境。2020年以来，余杭新增人才孵化
载体51个，空间面积251万平方米，累计达
167个，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同时引进极
客创业营等 60余个孵化服务机构，为初创
型企业提供融资、培训、市场推广、技术研
发、战略辅导等集成服务。在帮助初创企
业融资方面，我区设立全国首个人才小贷

银行，创新推出“人才创业险”，建立政策性
引导基金，吸纳社会资本组成多元化的创
业投资基金池，投资人才创业。在全省率
先设立区财政出资的天使梦想基金，对人
才项目进行“让利式”股权投资。搭建中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强化金融对人才及
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设立“国际人才板”
上市培育基地，推动企业进军多层次资本
市场。在促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方面，创
建全省集首个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
为一体的知识产权综合性服务平台，集成
业务受理、维权援助、知识产权交易、金融
服务等功能，为人才提供知识产权“一站
式”服务。

围绕“留得住”，构建更具吸引力的保
障体系。为了让来余杭创新创业的人才安
居乐业有保障，我区出台人才新政，着力解
决人才普遍关心的住房、子女就学等问
题。为了让人才创业期间办事有方向，我
区启用余杭国际人才港，

（下转第2版）

让引进来的人才干得好留得住
余杭“全生命周期”人才创业创新服务体系获省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详见第4版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摇慧
敏 李力行）昨日，良管委（指挥部）举行
良渚遗址管理区深化作风建设暨 2021年
度工作动员大会，表彰 2020年度优秀干
部、优秀员工、“薪火传承”优秀个人，传达
全市作风建设暨综合考评大会精神、区纪
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布置今年重点工
作。良管委（指挥部）领导张俊杰、陈寿
田、金国平、蒋卫东参加。

会议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市区会议精神，把作风建设
的标尺提升到最高层次，把作风建设的抓
手强化到最优状态，把作风建设的合力发
挥到最大限度。

会议要求，要咬定目标任务，出实绩
求实效，把“后申遗时代”良渚古城遗址的
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置于全区、全市乃
至全国全世界的大格局中。以科学技术
为手段，推动保护管理取得新成效，以打
造遗址保护的世界典范为目标，不断提升
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水平，真
正实现遗产监测、保护、管理的全面融
合。以重点突破为抓手，推进项目建设实
现新作为，确保遗产现场陈列展示工程二
期、文物安全标杆示范工程一期等“新十
大工程”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以品牌塑
造为导向，推动活动开展呈现新亮点，提
前谋划、注重内涵、突出特色，充分发掘良
渚古城遗址的当代价值，谋划一系列有品
牌、有特色的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活动，持
续推动文化遗产与公众生活相融合。以
平台推广为基石，推动文化传播再上新台
阶，发挥好良渚研究院、平台宣传和良渚
文化保护研究基金会三大平台的优势作
用，持续掀起良渚文化的宣传热潮。以资
源要素为驱动，推动产业发展形成新格
局，提升良渚古城遗址文化金字招牌的辐
射效应和集聚效应。以公园运营为核心，
推动文旅融合展现新气象，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打造全国文旅融合样板地。

会议强调，要铆足爬坡韧劲，开好局
起好步，以昂扬斗志，推行切实举措，形成

“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团队文化，始终
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继续干出有影响力、有标识度、有良渚特
色的新成果，积极打造科学保护的典范，
努力成为全省建设“重要窗口”的鲜明标
识，打造文化文明桥头堡的主平台、“重要
窗口中的靓丽窗口”。

干出具有特色的成果
打造科学保护的典范
良渚遗址管理区深化作风建设

我区又有6村成省级
“一村万树”示范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省林业局日

前发文公布2020年度建成的430个“浙江
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名单，我区百丈镇
溪口村、径山镇长乐村、瓶窑镇长命村、良
渚街道石桥村、仁和街道普宁村和塘栖镇
塘栖村等6个村榜上有名。至此，“一村万
树”三年行动，余杭共有11个村获此殊荣。

2018年，我区正式启动“一村万树”三
年行动。三年来，区林水局认真贯彻上级
指示精神，科学统筹，严密组织，对创建单
位实施方案、量化指标和新植品种株数等
都严格把关，并提供现场指导与技术服
务，协助各镇街建立长效的绿化管护制
度。三年以来，我区共投资约 2800余万
元，总计完成新植乔木12万余株，有11个
村成功创建“一村万树”示范村。

百丈镇溪口村山林面积 26000余亩，
森林覆盖率达 72%。该村凭借其生态优
势，充分利用空间提升村庄绿化。2019年
至今，溪口村已拆除不雅建筑 11000余平
方米，拆后利用空地种植绿化面积5800余
平方米。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动了村内观
光农业、新型农业的发展。目前，该村引
进了多家主打田园综合体的企业，带动村
庄经济发展。

径山镇长乐村山林面积5749亩，森林
覆盖率达60%。该村利用村庄的边角地、
庭院地等空间，新植树木超 13800棵。为
发展林业经济，长乐村修整、复绿荒地和
道路周边，替换种植果木、海棠、樱花等一
系列经济林，提升村庄颜值。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