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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6日，在五四青
年节到来之际，2021年两岸青年
新冠疫苗志愿者公益活动暨“两岸
青年健康护卫队”成立仪式在下沙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仪式上，两岸
青年健康护卫队代表庄严宣誓。

本次活动由新区党群工作部
（组织部）、新区团工委、杭州台湾学
生志工队主办，并获得了新区教育
与卫生健康局、下沙街道的支持。
当天，钱塘青年与在浙台湾大学生
结队成立“两岸青年健康护卫队”，
共同发起“2021年两岸青年新冠疫
苗志愿者公益活动”，以“众志成城、
两岸一心、新冠疫苗、护卫你我”为
口号，征集志愿者来提升全民疫苗
保障服务并加速人民接种疫苗进
程,共同为防疫工作出一份心力。

现场，“两岸青年健康护卫队”
正式签约授牌启动。仪式结束后，
台湾青年现场参观学习党史和钱塘
区围垦文化，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取得了
抗击疫情的初步成效。教育与卫生
健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目前
正在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构筑
全民免疫屏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疫苗接种方舱等疫苗接种点，每
天都有不少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维
持秩序、答疑解惑，为群众科学有序
接种疫苗贡献了一份力量。

“接下来，我们将融合‘大健康’
的服务理念，走村入社开展健康宣
讲、健康服务等活动，助力‘健康钱
塘’的建设。”两岸青年健康护卫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康护卫队也将
成为两岸青年建立友谊、加深感情、
互帮互助的又一次深化实践，在共
同的志愿服务中，增强民族情感共
识，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拼，
在加深两岸同胞情谊的同时，为同
胞谋福祉，为民族创未来。

（郁佳炜 陈雯欣吴兵）

本报讯 4月26日下午，杭州
市职工“庆五一·迎七一”大会在杭
州市职工文化中心举行，会上对杭
州市五一劳动奖状（章）获得者进
行表彰，钱塘区2个先进集体和6
位先进个人榜上有名。

据了解，此次获得杭州市五
一劳动奖状的钱塘先进集体为卓
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和白杨街
道伊萨卡社区；获得杭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的钱塘先进个人有浙江
三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亚波、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
分局河庄派出所所长吕建芳、长

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模具维修技师戴学臣、电装（杭
州）有限公司生产课班长翟家欣、
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机器人自动焊接调试工程师孙
群、硕维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洪炉。

“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同领
域，但均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钱塘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钱塘职工以此为榜样，
立足岗位，奋力拼搏，为实现钱塘
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的智慧和力
量。 （尹思燃高锋庆）

本报讯 日前，新区政银企党
建联盟走进义蓬街道颐康医养中
心，为老年人普及金融知识，进一
步提高他们的风险识别能力和电
信诈骗防范意识，推动金融服务

“适老化”。
活动现场，财政金融局的党员

志愿者们前往活动室，向老年人们
宣传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等相关金
融知识，通过分析金融诈骗案例、
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解惑等形
式，提醒老人预防短信诈骗，提高
其防范意识。杭州银行钱塘支行
的工作人员也详细地介绍了银行

“智慧金融助老服务”，并针对老年
人在金融服务方面遇到的问题和
手机银行“想用不会用”的情况，进

行了相关教学，让老年人也能充分
享受到移动金融服务带来的便
利。此外，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第
三代市民卡功能及办理手续。

此次活动有效地帮助了老年人
破除数字金融鸿沟，引导老年消费
者正确使用金融服务，了解并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财政金融局作为政银企党建
联盟的主席单位，将继续大力实施

“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以党建联
盟为载体，推动全区域统筹、多方
面联动、各领域融合，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切实把政银企党建联盟工作转
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 （吴舒敏余梦梅）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都乐洲

“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
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走进位于医药港小镇的
瑞博（杭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三楼各个实
验室内，科研人员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不同
的药物研究。

“当前，我们的研发团队已经完成了20
多个临床前药学研究和早期临床研究项目
的工艺开发和生产。”作为项目负责人，严
普查深耕不对称催化合成技术领域，参与
了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专项项目，并带领
着瑞博（杭州）的研发团队为公司创造产值
数亿元。

严普查师从中国科学院周其林院士，也
是周院士团队的科研成果《高效手性螺环催
化剂的发现》从学术界基础研究到工业化的
主要负责人。以往国内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效手性催化剂，导致国内研究一直处于受
制于人的局面，很少有制药企业能够独立拥
有并实际应用这项技术。进入瑞博之后，严
普查带领团队建立了不对称催化关键创新技
术平台，并通过此平台，将数十个手性螺环配
体和催化剂推向了全球市场。目前手性螺环
配体和催化剂被国内外研究者用于200余种
不对称合成反应，有效推进了不对称合成领

域的基础研究。“可以说目前我们掌握的该项
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把技术从学术研究推向工业应用，严普
查独创的工艺路线，不仅成功地将手性催化
剂应用到了8个手性药物生产中，还在节能
降耗、绿色生产、保护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贡
献，降低生产成本约8600万元，减少三废排
放70%以上。

去年疫情期间，杭州医药港组织了数次
“云上招聘会”，瑞博（杭州）作为主要单位参
与其中，凭借着技术上的魅力，吸引了一大批
新鲜血液加入，为企业下一步发展储备了强
劲有力的后备力量。“我始终认为，所有的研
发创新离不开人才，所以在组建公司科研团
队过程中，我们也很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目前公司的研发人才体系中，硕博比例也在
50%左右。”

引才也要留才。在严普查看来，人才
的引入不仅和企业自身条件有关，也和当
地福利政策息息相关。“当时我们来到新区
也是看中了杭州医药港同行之间的合作交
流更为便利，新区福利政策更加优厚，以及
产业资源共享更为便利”严普查表示，新区
为各类人才提供的租房、购房补贴，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压力；同时，杭州医
药港良好的产业氛围，相对完善的产业配
套设施，以及愈加明显的人才集聚效应，也

让众多同严普查一样的医药从业者，在衔
接上下游产业链、拓宽业务交流、招引发展
人才等方面更加便利。“我本人也享受到其
中很大的便利，包括新区针对高层次人才
发放的钱塘人才卡，功能很多，考虑得也很
全面。生日的时候我还收到了鲜花、贺卡，
举措虽小，却很暖心。”

人才因事业而聚，钱塘因人才而兴。去
年年底新区举办首届钱塘人才之夜，严普查
也被评为“钱塘青年英才”。“我也希望在新
区这片沃土上，继续奋斗，做出领先于世界
的‘钱塘药’，把新区医药的金名片擦得更加
闪亮。”

严普查：绿色创新 做好“钱塘药”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李红玉

白天鹅频频“造访”钱塘江边，数只黑脸
琵鹭首次现身江海湿地，黑翅鸢、戴胜、黑燕
尾陆续“打卡”钱塘区……近年来，得益于我
区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持续加大，生态环境
质量的持续改善，不少珍稀动物也“集体回
归”。

据了解，2021年2月5日，新《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正
式公布，调整后的《名录》，共列入野生动物
98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34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746种。在管
理体制上，上述物种中，686种按陆生野生
动物由林草部门管理，294种按水生野生动
物由渔业部门管理，在《名录》中加“*”标
注。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加强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地要充分认识贯彻落实《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的重要性，深入营造保护
野生动物的良好社会氛围，提高合法开展
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活动意
识。

据2018年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钱
塘江开展的水生生物资源和环境本底调查数
据显示，钱塘江水系水生饵料生物资源丰富，
物种数量繁多。调查共发现浮游植物196种
（属），浮游动物132种（属），着生藻类163种
（属），底栖动物60种以及水生维管束植物37
种，现存量也十分丰富。同时，调查共采集到
鱼类122种，隶属14目30科79属，鱼群结构
稳定。

为提醒广大市民关注生态，提高市民
保护意识，目前，我区江东、下沙江堤边均
已安装了野保宣传标牌。近年来，有关部
门也重点加强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监
管，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看守和清网清夹

清套等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力强
化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力度。特别是对以
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人
和单位进行重点监督抽检，及时发现、从严
把关，及时排除伤害野生动植物的安全隐
患，从源头上斩断非法“捕、运、售、购、食”
的利益链。同时，对排查出来的不合格单
位和个人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时整改
到位；最大限度防止野生动植物违法违规
行为事故的发生。

禽飞兽走，水秀山清，美好的自然景象
背后，离不开数十年如一日的环境保护。
生态兴则文明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从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初具规
模，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再到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融入生活，一幅鸟
语花香、郁郁葱葱的美好图景，正在钱塘区
徐徐展开。

天更蓝水更清 珍稀动物“回归”钱塘

4月25日下午，一场“红心向党 喜迎亚运‘瑜’见钱塘”户外瑜伽培训，在河庄街道江东村“闲梦江东”草坪举
行。来自河庄街道的60余名瑜伽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天朗气清，人景合一，在美丽乡村邂逅优雅瑜伽，一幅美妙的田园牧歌图也就此“定格”。
通讯员 喻萍萍 记者 尹思燃 摄

“瑜”教于景

市五一劳动奖状（章）名单发布
我区2个集体6名个人上榜

两岸青年健康护卫队正式成立

走近老年群体推动金融服务“适老化”

本报讯 最近，我区的街头、公
园或是河道边，不少树木上都挂上
了一个个小袋子。但这些袋子里
装并不是肥料，而是螨虫。

据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每年3月底4月初，大
地回春，害虫也随之苏醒，开始活
动，生物防治虫袋主要用来防治红
蜘蛛、蓟马和螨类等虫害，每袋内
都装有约 3000 至 6000 只捕食
螨。绿化养护工人们会将虫袋悬
挂在水杉、香樟、樱花、桂花等易感
染害螨的树木的树干上，剪开一个
小口，让里面的捕食螨顺着树干分
布到树冠的各个角落，消灭害螨，
为树木筑起一张自然防护网。目
前新区范围内9573株水杉、菊花
桃、桂花、香樟等易感染害螨树木，

已经悬挂了19337袋生物防治虫
袋。

除了“以螨治螨”以外，“以虫
治虫”也是一种常用方式。比如，
花绒寄甲是天牛类害虫的重要天
敌，成虫能够主动攻击天牛幼虫，
初孵幼虫则会寻找适宜天牛幼虫
和蛹寄生，吸取营养，供自己成长，
从而歼灭天牛。投放花绒寄甲对
天牛进行无公害防治也是生物防
治技术之一。

这种“以螨治螨、以虫治虫”的
生物防治技术经过推广应用和持
续跟踪观察，防治效果不断显现。
同时，在此提醒居民，如果在路上
看到这种类似的虫袋或虫盒，切勿
好奇触碰或者人为剥落。

（李周蒙余梦梅）

“以螨治螨、以虫治虫”“生物护木”有新招

⑧

抖音扫一扫 了解他的故事

本报讯 近日，教育与卫生健
康局发布钱塘区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入学预警信息。

具体来说，小学中，黄色预警表
示学区内适龄户籍儿童人数介于学
区小学常态招生计划数的90%至
100%；红色预警表示学区内适龄户
籍儿童人数达到或超过学区小学常
态招生计划数100%。初中，黄色预
警表示公办初中对口直升小学毕业
人数介于学区初中常态招生计划数
的90%至100%；红色预警表示公办
初中对口直升小学毕业人数达到或
超过学区初中常态招生计划数的
100%。

根据预警信息，2021年到2023
年都是红色预警的小学有：文海实
验学校（文清校区）、学正小学、江湾
小学、市基础教研室附校、学林小
学、河庄小学、义蓬一小。听涛小学
在2021年到2022年为黄色预警，
2023年为红色预警。义蓬四小在
2021年到2023年都是黄色预警。

2021年红色预警的初中有文

海实验学校（初中部）、学正中学。
根据2021—2023年小学入学

需求摸底数据分析，2023年入学
需求人数为最高，且人数在未来仍
有持续增长的可能，将达到一个新
的入学高峰。红色预警的文海实
验学校（文清校区）、学正小学在
2020年已出现“三户一致”的一表
生被调剂的情况。

教卫局温馨提醒，招生入学对
象的户籍情况和入学需求等受多
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预警
信息仅供家长参考，请勿作为家庭
购房迁户依据。小学一年级入学
预警信息不含符合条件的流动人
口随迁子女；小升初预警信息不含
因搬家迁户调整升学初中等情
况。红色预警的公办初中在民办
初中招生结束后，如其对口小学毕
业生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数，则全部
直升；如其对口小学毕业生数超过
招生计划数，则根据小学毕业生的
学籍、家庭户籍和住宅等情况进行
排序调剂。 （郁佳炜 汤筱颖）

我区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入学预警信息

■记者 尹思燃 通讯员 黄华杰

本报讯 4月23日下午，钱塘区2021年
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在国际创博中心正式启
动。开幕仪式上，经省市场监管局授牌，钱塘
新区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联盟正式注册成立，
自此开启实体化运作生涯。据悉，这也是全省
成立的首个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围绕省市区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与规划，
我们希望结合技术、人才、资本和知识产权
等发展趋势，将生物医药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金融机构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汇集起
来，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和

‘产、学、研、融、知、用’全方位的服务。”钱塘
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秘书长彭

飞荣告诉记者，自去年10月成立以来，联盟
多次邀请专家、律师开展专题讲座，为联盟
企业送去专利创造、维权服务等专业性指导
课程。目前，钱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
权联盟拥有杭州生物医药创新研究中心、杭
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等 46家成员单
位，并在今年4月15日成功注册为公益性社
团法人，独立运营。

事实上，全省首个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
权联盟落户钱塘并非偶然。自古繁华的钱
塘，向来将生物医药产业繁荣列为其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一环，区域内的杭州医药港作为
钱塘六大产业平台之一，已连续两年实现生
物医药企业数量增长超200家，累计聚集生
物医药企业1400家，2020年更是入选浙江

省第二批“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为生物医
药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钱塘新区
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的实体化运作，
标志着钱塘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将不断
增强。

接下来，针对钱塘区生物医药产业布局，
钱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将借助
媒体、微信公众群等增强宣传，加强与联盟成
员的沟通对接，与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浙江）
基地合作，进行企业实务培训，邀请国内外生
物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专家、实务人才开展专
题讲座等形式，不断扩大生物医药领域知识
产权宣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培育高价值专利助推企业高
质量发展。

全省首个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联盟落户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