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阳 陈名

通讯员 刘家彤）阳春三月花意

浓，樱花怒放迷人眼。在余杭区

文一西路，“车行樱花雨”的美景

就在此时。和煦的春光下，微风

轻轻吹过，或白或粉的娇嫩花瓣

随风起舞，堆云叠雪，满树烂漫。

往日不息的车流，因着路边的春

景，仿佛也慢了下来，驱车而过的

市民们纷纷摇下车窗，用手机记

录下驾车穿行在樱花大道中的梦

幻场景。“每天都从这走过，有一

天抬头，忽然发现满树樱花，从此

每天上下班路上都要拍照记录。”

在附近海创园上班的俞小姐说，

樱花季到来后，“感觉心情都变好

了起来”。

作为“亚运保障项目”重点工

程之一的文一西路（东西大道-荆
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在道路景

观打造方面融入了不少巧思。据

悉，该项目西起东西大道西，东至

荆长大道西，全长7.28公里，包括

市政道路、景观绿化改造提升、城

市界面梳理等内容，隔离带绿化

突出樱花特色，路侧绿化带构建

壮观大气、绿量饱满、季相丰富的

生态绿廊，并融入绿道系统、串联

沿线景观节点，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打造杭城最美科创绿廊。

记者从余杭城投集团了解

到，该项目在道路景观打造方面，

中央绿化带、机非隔离带以林下

通透为设计原则，遵循生态园林

城市理念，三条带以樱花为主，中

央绿化带全线种植染井吉野高杆

樱花 730余株，红绯衣高杆樱花

1900余株，杜鹃、金丝桃约 4.9万
平方米；机非隔离带种植樱花

1000余株，红梅、腊梅等各式花卉

4700余株，及杜鹃、月季等约9.37
万平方米。如今的文一西路已然

成为余杭“最长樱花景观大道”，

不仅四季有绿，更是四季有花。

花开缤纷、灿若云霞的樱花

装点着的文一西路，作为城西科

创大走廊的核心载体，不仅是一

条交通干道、迎宾大道，也是展现

城市形象的景观大道，更是促进

城市发展的发展廊道。接下来，

余杭城投集团将继续把自然风景

与城市景观有机融合，在核心区

域内打造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

杭州绿道，为构建城市新中心增

绿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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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会见梁廷波、丁列明

余杭最长樱花景观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
快来打卡感受“车行樱花雨”的浪漫

本报讯 （记者 阮伟康 陈书

恒）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胜利闭

幕，参加大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梁廷

波、全国政协委员丁列明完成使

命，载誉归来。昨日上午，市委常

委、区委书记刘颖亲切会见两位全

国两会代表委员。区领导王牮、阮

文静、沈昱参加会见。

座谈会上，梁廷波和丁列明分

享了大会盛况、参会感受和履职情

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两位代表

委员分别围绕“高质量建设国家医

学中心”“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等建言献策。

刘颖代表区四套班子和全区

人民对两位代表委员履职归来表

示祝贺。他表示，在会议期间，两

位代表委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

饱满的精神状态，依法履行职责，

认真审议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充

分展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

协委员的履职风采。

刘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全区上下十分重要

的政治任务。希望两位代表委员

返回工作岗位后，当好“宣传员”，

把全国两会精神传递到广大干部

群众中，鼓舞老百姓积极向上的信

心，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当好“领

航员”，把准干事方向，团结带领群

众真抓实干，切实把全国两会精神

转化为推进杭州城市新中心建设

的实际行动。当好“研究员”，继续

深入基层一线，做好调查研究，听

取民声民意，为促进余杭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

我区专题部署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俞杰） 昨日，

我区召开会议专题部署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有关工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

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后开展的首次重大国情国

力调查，是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的一次“全面透视”。其中，余杭

区还入选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国

家级综合试点。对余杭区而言，经

普能够全面“摸清”余杭第二、三产

业家底，帮助各单位科学制定中长

期发展规划，为建设杭州城市新中

心，争当“两个先行”排头兵，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余杭篇章提供

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据了解，此次普查的对象是在

余杭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标准时点

为 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时期资

料为 2023年年度资料。全区经济

普查工作从今年 3 月份开始，至

2024年底基本结束。普查将采取

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使用手

持电子终端采集数据和企业自主

申报的方式，对普查对象进行“地

毯式”清查。普查内容包括普查对

象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

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

营、能源生产和消费、研发活动、信

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以

及投入结构、产品使用去向和固定

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为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区已成立第五次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按照经济普查和国家级综合

试点要求，认真研究制定方案措

施，加强人员队伍选调培训，统筹

协调、合力推进，确保相关工作稳

步推进。

本报讯 （记者 杨阳 沈昊宇

通讯员 吴杭琪）昨日下午，余杭

区慈善总会召开五届二次理事会

议，总结回顾 2022年慈善工作，部

署2023年慈善工作。

2022年，区慈善总会充分发挥

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助力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一年来，

总会共募集善款 2935.751万元，物

资价值 200余万元，使用善款 1.23
亿元，救助困难群众 15509人次。

此外，总会开展的“靓厨行动”项目

被评为“余杭慈善奖”，并成功创建

余杭区“巾帼文明岗”；孵化、指导

的浙江省互联网公益慈善基地、余

杭区丁丙慈善基地被评为“浙江省

示范性慈善基地”；良渚慈善分会、

仁和新桥慈善工作站分别获浙江

省第三批省示范性慈善分会、慈善

工作站称号。

今年，区慈善总会将在助力共

同富裕上再下功夫，从解决生活困

难问题向逐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上转变，实现慈善救助从

“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助力困

难家庭脱贫、增收和乡村振兴；在

拓展募捐渠道上下功夫，通过线

上、线下拓宽慈善资金募集渠道，

实施“一企一策”捐赠，并主动与各

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合作，发挥其

“行业领头羊”作用，吸纳行业人才

参与慈善事业；在加大慈善文化宣

传上再下功夫，切实发挥余杭区智

慧慈善综合体优势，持续开展“余

善同行”品牌系列宣传活动，设立

慈善宣讲团，做好“六进”工作。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区慈善总

会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发

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积极作

用，推进我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城市新中心建设。

余杭区慈善总会召开
五届二次理事会议

本报讯（记者 郑锋龙 通讯

员 张思奇）昨日上午，在印度尼

西亚雅加达，第三届中国（印尼）

贸易博览会正式进入展会时间。

来自余杭的 16家“千团万企拓市

场”企业摩拳擦掌，期待能够在博

览会上大展拳脚。

印尼驻华副大使参观
余杭企业展位

在万事达（杭州）咖啡机有限

公司展位上，浓郁的咖啡香气扑

鼻而来，吸引游客前来品尝。在

众多游客中，印尼驻华大使馆副

大使Dino格外引人注目。区商务

局外贸科科长包丽雅在现场向记

者传来一段视频，视频中工作人

员向Dino递上一杯新鲜研磨出的

咖啡。“你们的咖啡味道很浓郁。”

Dino喝完后连连称赞。

在本次博览会中，来自良渚

街道的“万事达”携研磨一体半自

动咖啡机、全自动手冲咖啡机、商

用全自动咖啡机多款新产品亮相

余杭展区，展现多品类的创新咖

啡机产品。“这边的气候非常适合

种植咖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贸

博会打开印尼的市场。”万事达参

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开展首日就签下意向订单

在杭州彬特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客

户。仓前街道区域发展办公室主

任王美拍下一个有趣的瞬间：“这

款产品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类型。”

一位来自印尼的客户通过翻译告

诉工作人员。

仅开幕半天，“彬特智能”就

签了不少意向订单。“来之前我们

就做过市场调研，准备充分，所以

在开幕首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希望明天再接再厉，收获更多订

单。”该公司参展人员表示。

在杭州沙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展位，各类五金产品被整齐地

摆放在柜台中。除了推介产品，

参展工作人员还有一个额外的任

务：在博览会中发展当地代理商，

延长销售链。

“今天展馆里人非常多。开

幕三个小时，就有 4000多位买家

来到现场。”包丽雅告诉记者，“余

杭企业有这种走遍千山万水的精

神，我们也会继续做好服务，为企

业‘抢’订单、拓市场助力。”

“抢”订单 拓市场

余杭企业组团“出海”中国（印尼）贸易博览会

余杭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科技自立自强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记者 俞杰 陈书

恒）昨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科技自立自强专题学习会，

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才引

领、创新驱动”不动摇，充分发挥

优势，牢牢把握先机，增强发展动

能，为建设杭州城市新中心、争当

“两个先行”排头兵，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余杭篇章提供硬核支

撑。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刘颖主

持会议并讲话。

王牮、阮文静、王姝、朱红丹

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以

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

会上，顾国煜领学，张立、汤丽玉

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建设高能级创

新平台，锚定“高原之上建高

峰”。牢牢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

国家战略需求，抢抓城西科创大

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机遇，聚焦

提能造峰不动摇，以高能级科创

平台集聚高端化要素资源，加快

推进以之江、良渚、湖畔、天目山

四大省实验室为核心的新型实验

室体系建设，不断吸引更多国家

大科学装置以及重量级科研院所

落地，推动形成基础研究骨干网

络，努力在杭州创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中争当核心区、勇攀更

高峰。

要坚持市场化创新导向，构

筑成果转化首选地。加快探索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路径，突

出市场化导向，深化产学研合作，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集

聚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平台，探索构建科研、转化、

产业紧密链接的“楼上楼下创新

创业综合体”，以老旧工业园区提

升改造为抓手，加大空间要素供

给，强化政策服务支撑，优化营商

环境，更好地为承接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提供支持和保障。

要构建高质量人才雁阵，打

造创新人才蓄水池。瞄准科技竞

争前沿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突出

高端引领、着眼“高精尖缺”，更好

地发挥高校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

和企业海外工作点、产业园区“桥

头堡”作用，把人才培养与科技研

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全区重

点工作有机串联起来，大力引育

“压舱石式”的顶尖人才、领军人

才，健全完善人才差异化评价和

长周期支持机制，持续提升人才

服务水平，加快形成近悦远来、才

聚城兴的生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