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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女性创业创新 钱开力量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吴怡倩 通讯

员 孙嘉弟）近日，由区妇联主办

的余杭区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大会

暨“余杭巾帼共富训练营”品牌发

布仪式在梦想小镇举行。钱开区

企业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金李梅作为区女企

业家协会会长出席大会，并代表

协会全体会员致辞。

在致辞中，金李梅表示，将紧

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发展大局，

坚持以服务企业发展，促进女企

业家成长为宗旨，以提供服务、搭

建平台、开展交流为主要手段，带

领区女企业家协会发挥组织功

能、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升女企

业家综合素质，竭力发挥优势，主

动承担社会赋予女企业家的责

任，同时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为

余杭奋力争当展示“重要窗口”和

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作出应有

贡献。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创立于1995年，创始之初

金李梅是主要筹建人员之一。全

面接手后，她以“绝不松懈管理制

度、绝不降低产品质量要求、绝不

怠慢客户、绝不放慢研发脚步”的

理念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带领“华

光新材”一路成长。历经25年的

持续创新和发展，“华光新材”已

成为国内钎料行业的领先企业之

一，获得中温硬钎料行业的制造

业单项冠军、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等荣誉，成为具有品牌影响力

的骨干企业，公司也于 2020年 8
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正式上市，是钎焊行业的首家

上市企业。

近年来，钱开区妇联全力打

造“智荟·芳华”工作品牌，子品牌

“扶摇”聚焦女性创业创新，多方

位服务并助推女性事业成长。钱

开区妇联通过常态化走访建立女

性人才网络，并不断进行动态更

新，一方面摸排了解女性人才实

际需求做到服务精准对口，另一

方面实时向上级妇联推荐优质杰

出女性双创人才，实现资源对接；

通过和“双创园”“紫创智造谷”运

营方互通招商动态，实时了解园

区女创客情况，探索打造女性创

客孵化基地，建立导师团开展传

承分享、交流提升等活动，引导形

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良好

风尚；通过开设公众号专栏，宣传

女企业家、女性高管、女性技能人

才等优秀女性典型事迹，传递正

能量，激励感召更多女性双创人

才勇抓机遇，开拓创新。

下一步，钱开区妇联将更加

注重“传帮带”，助推“巾帼共富青

蓝接力”，引导辖区杰出女企业家

发挥“领航”作用，同时积极发挥

人才聚合优势，打造全新双创生

态圈，蓄积动能，助力共富。

“扶摇”品牌开展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怡倩 通讯

员 俞建玉）近日，杭州钱江经济

开发区召开 2022年政府投资项

目及经营性出让项目推进会，钱

开区、仁和街道相关科室负责人

及项目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19个项目负责人

汇报了项目年度进度计划、进展

情况和存在问题，以及需协调解

决的重点难点问题。与会班子成

员对各个项目汇报情况进行分析

研判并商讨解决方案，明确进度

节点，并要求各项目负责人切实

增强项目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明

确各环节工作目标和时间节点，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

目保质保量按时完工。

会议提出，各项目工地、工程

要抓紧梳理出半年度计划方案，

并深化细化方案中项目的投资计

划、形象工程计划等内容；钱开

区、仁和街道、相关村社、各项目

负责人等单位要凝聚合力聚焦项

目建设，形成定期推进机制；相关

职能部门要定期召开工程例会，

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主动梳理

协调解决项目问题，保证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顺利推进，确保年度

建设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同时要

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落实人员管理、货车司机管理、文

明施工等各项措施，营造安全生

产环境。

下一步，钱开区将继续坚持

项目引领、投资带动，以更高标

准、更强举措、更实作风，进一步

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全方位优化

营商环境，同时以重点项目的大

建设大突破，为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钱开区应有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 梅雪风 记

者 吴怡倩）近日，钱开区智能制造

创业创新产业园区举行“智汇钱江

创享未来”系列活动暨智慧园区平

台 2.0版上线发布会。发布会邀请

智能制造领域专家、科技人才及企

业嘉宾，以主题讲座的形式共同探

讨产业发展现状及企业数字化实施

路径和场景应用。

“‘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和融

合，从信息化发展到数字化加速了

万物智联时代的到来。”浙江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德人围

绕《基于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之道》

进行解读。

“有效降低交付成本、缩短交付

周期，正成为龙头企业、专精特新、

隐形冠军企业背后重要的数智力

量。”作为行业专家，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区事业部总经理

章丹阳分享了企业数字化路径及业

务场景应用。她表示，在技术驱动

下，未来的大型企业需要一个解耦

开放、自主可控、柔性扩展的企业数

智化新底座。

活动现场，钱开区智能制造创

业创新产业园运营服务商杭州航启

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

数字化智慧园区平台 2.0版正式发

布。据了解，该平台在原有基础上

将园区管理、企业服务、党建服务等

功能优化和融合升级，为入驻企业

提供了更加便捷有序的智慧化平台

服务。

“智慧园区平台 2.0版是钱开区

坚持‘环境立区、科技兴区、智造强

区’三周年成果展示中增添的科技

底色，也是助力辖区内科技研发型

企业再升级的全新支点。”钱开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

员 张晓霞） 近日，钱开区组织机

关、国企党支部开展“红色血脉永赓

续 砥砺初心再出发”主题党日活

动。

“1995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历经 27个年头，这份初

心从未改变，我深知要做新时代合

格党员还需肩负更多的责任和担

当。”“人生最美是初心，初心凝聚力

量，只有感悟初心、坚守初心、践行

初心，才能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时

代有新作为。”“结合实际工作，我更

要做到担当尽责、锐意进取、清正廉

洁，把各项工作抓好抓牢、做细做

精，确保不马虎、不出错。”……围绕

“初心”这一主题，党员们分别进行

了交流分享。

当天上午，党员们前往第一站

家庭农场，大家分工明确、各展身

手，齐心协力做出了一桌桌美味饭

菜，让主题党日活动既有“党味”又

有“趣味”。下午，大家前往余杭共

青团历史纪念馆、新四军被服厂参

观，并重温入党誓词。

通过观看珍贵影像资料、参观

展品实物、聆听讲解等方式，党员们

详细了解余杭共青团的历史，深切

感受当年全民抗战的决心与军民鱼

水情。党员们时不时地在橱窗、文

物实物前驻足观看，用心体会每一

件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深

刻感悟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使

命。

活动后，许多党员表示，要在今

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党性修养，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

动钱开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钱开区召开政府投资项目及经营性出让项目推进会

全维度助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数字化助力企业智能制造再升级

智慧园区平台2.0版上线

小小画笔绘团扇 端午习俗润童心

本报讯（记者 吴怡倩 通

讯员 姚寅寅）“六一”儿童节

和端午节即将来临，为了让孩

子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增进亲子、邻里关系，仁

和街道芳甸社区筹备组开展了

“童心绘端午 粽情庆六一”双

节主题活动，辖区 20组家庭报

名参加。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孩子

们不仅了解到儿童节和端午节

的由来，还学习了垃圾分类、防

诈骗等相关知识，大家还发挥

想象力在空白扇面上绘出粽

子、粽叶、龙舟、香囊等端午元

素，制作出一把把精美又富有

童趣的端午扇。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不

仅享受了一段欢乐时光，也了

解到节日背后的故事，非常有

意义，希望今后社区还能多开

展这类民俗文化活动。”社区居

民张翠英说。

獐山安置房一期施工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

员 孙彦娜）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

要从个人做起、从家庭做起。为深

入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

居民践行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近

日，仁和街道和庭社区居委会开展

垃圾分类趣味比赛。

比赛分为“垃圾分类墙贴”“垃

圾分类转盘”“垃圾分类投掷”“垃圾

分类卡片”“垃圾分类标靶”五个环

节。参赛居民有的斗志满满、对答

如流，有的沉着应战、稳扎稳打，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在愉快而紧

张的比赛氛围中挑战每个环节，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体验游戏乐趣。

最终，和庭社区按最终得分评出一、

二、三等奖。

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绿色、低碳、环保”理念，以互动性、

知识性、趣味性一体的活动形式吸

引了众多居民参与，让大家在游戏

互动中更深入地了解垃圾分类知

识，理解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和庭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趣味比赛

成立4个专项组、12个具体项目组

仁和街道全力推进征迁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饶莉 记者

吴怡倩）仁和街道近日召开2022年
征迁工作推进大会，会上宣读了《关

于仁和街道2022年征迁工作领导小

组的通知》，并对工作领导小组及各

项目组成员名单、工作职责等进行

明确。

2022年，仁和街道计划征迁土

地2358.94亩，涉及14个行政村、402
户农户和52家企业，征迁范围广、项

目类型多、任务重。项目涉及交通、

教育等基础用地，以及钱开区产业

发展、基础建设等用地。征迁项目

的顺利开展，对提升街道综合实力、

树立仁和形象，方便群众出行、就

业、就学等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是仁和发展的关键之年，

征迁工作是关乎仁和未来发展的关

键之举。为保障征迁工作顺利开

展，街道成立征迁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政策组、工作保障组、涉稳评估

组、征地参保组等 4个专项组及 12
个具体项目组。接下来，街道将集

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全力

推进征迁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和重

点工作推进两手抓、两不误。要提

前理解、学深吃透征迁政策，定期会

商，加强培训，切实做到“阳光征

迁”；要深入走访，了解民情，梳理各

类信息，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以街村

捆绑、组户帮扶、相互联动的模式，

发展一批意识高、顾大局、会沟通的

组长、党员、代表、群众，融入到征迁

工作来，多途径、多渠道、多层次宣

传，做到“有准备、快落实、早完成”，

助推仁和征迁工作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