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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赵一霖

本报讯 9月1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朱
党其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区“三美”建
设暨美丽办推进工作。朱党其强调，要紧紧
围绕全域美丽的目标，聚焦聚力全区域美丽
和全方位美丽，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向更
高效率、更高效益的美丽钱塘建设持续迈进，
让百姓真切感受到工作成效。沈燕俊、李鹏、
徐进参加。

朱党其指出，美丽钱塘不仅要有美丽形
象，还要有美丽内在和美丽经济作为支撑。
当前，我区美丽钱塘建设的时序进度和工作
成效相对滞后，推进力量较为分散，亟待强化

力量和资源整合，系统性推进美丽乡村、美丽
经济、美丽人文“三美”建设，以更集中的精
力、更专业的工作持续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全面提高美丽钱塘建设的效率和效益。

朱党其强调，要明确主要任务，全面梳理
摸清底数，强化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美丽人
文、美丽经济、五水共治、文明创建等工作的整
合联动共进，将其作为建设美丽钱塘的主要任
务，以美丽经济为重点，立足实际做好分析研
判，找准工作抓手，营造良好的美丽经济产业
发展氛围，为美丽钱塘建设夯实基础、赋能添
力。要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在领导小组
中合理引入人大、政协、平台人员，按照工作任
务所需对号入座；精简机构和人员，科学设置

管理办公室、综合督查组和业务指导组等机
构，做到结构合理、功能齐全、运转灵活高效；
发挥好威望高、经验丰富、专业能力强的领导
干部作用，有效充实、配强人员力量。要做好
日常运营管理，指导组要把握整治、建设、发展
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做好业务的上下衔接，确
保体现钱塘特色、美出钱塘味道；强化检查的
整合归并，优化督查的统筹安排，切实减少督
查检查，让基层单位更好地集中精力狠抓落
实；创新工作模式，以指导组为主体，动员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根据不同工作内容抽调相关人
员充实其中，在精简日常办公人员的同时保障
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做好对抽调人员的业
务培训，为高质高效推进工作打牢基础。

朱党其在研究“三美”建设暨美丽办推进会上强调

聚焦聚力全区域美丽和全方位美丽
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美丽钱塘建设持续迈进

■记者 王妍 通讯员 周洁

本报讯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9月18日
上午，钱塘区“杭州书房”授牌暨区第一本结婚
证颁发仪式在高教东公园钱塘书房内举行。
市政府党组成员、区委副书记、区长朱党其，副
区长施科琦一起为钱塘书房揭牌，并为新人颁
发结婚证书，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鹏致辞。

乐声悠悠，曲水流觞，钱塘书房位于高教
东公园，环境优雅、独具韵味，于今年7月投
入试运营。伴随着氤氲的书香和悠扬雅致的
曲调，钱塘书房揭牌仪式、钱塘新人喜结良
缘、钱塘中秋书法笔会三场活动依次上演。
此次“杭州书房”的正式授牌也意味着钱塘书
房正式开业，成为我区打造百姓家门口“书
房”的新起点。

据了解，打造“书香钱塘”，全面建设文化
钱塘，擦亮钱塘文化名片，前期以“品读钱塘
书香，共庆建党百年”为主题，我区开展2021
年度书香家庭评选活动，近百个家庭积极报
名参选，最终慈胜利、李学梅、倪柏水、姚萍
华、董铃、马春良、赵冰利、周虹、丁小祥、金国
钦十个家庭获得区“十佳书香家庭”称号。

以书为媒，书香传情。仪式结束后，钱塘
书房内还开展了“风雅钱塘”中秋雅集专场书

法活动，邀请著名书法家现场交流。“遇见钱
塘”百年百场摄影作品展在书房广场举行，全

面展示钱塘区的历史文化和建设发展风貌，
展览将为期一周，供群众观赏。

幽幽墨香 浓浓“钱塘情”

我区举行“杭州书房”授牌
暨区第一本结婚证书颁发仪式

■记者 吴宇翔

本报讯 9月17日，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志辉，副主任俞斌、
李栋、王学雄、董蒋灿、李红及委员共31人出
席，区领导陈炯林、张刚、余晟、钱铖列席。周
志辉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并表决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区法院、区检察院提交的人事任命议案，并
向新任命的有关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杭州市钱塘区人
大常委会2021年工作要点（草案）。会议指

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区人大常委会履
职元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
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按照区第
一次党代会和区委一届二次全会部署要求，
以“推进依法治区，助力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工作主题，依法
履职、高效履职、尽心履职，为高水平打造“智
涌钱塘·现代星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化一流

新区、争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时代样板、实现“十四五”规划良好开局贡
献人大力量。下半年，要以“建制度、打基础、
起好步、开好局”为目标导向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市
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议案，决定设立杭州市钱
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杭州市钱塘区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草案）。

会后，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四）

任命：
马燕、杨茂林、陈柏水、王丹丹、余维平、钱华明、施艳、宋传荣、胡

瓷红、陈芳、汪凤琴、郭维、陈栋、包斯玮、鲍吉宁、蔡燕燕、曹芬、曹润
茹、柴振兴、陈丹丹、陈其松、陈彤雷、陈旭阳、陈益萍、程青英、邓霞
辉、丁召、董海珍、董洁晶、董燕燕、段其兵、郭连成、郭玉琴、郭媛媛、
韩立、何守经、胡相林、胡晓、黄淑建、黄益凯、贾峰英、蹇瑞卿、姜燕
飞、蒋庆贤、蒋瑞翔、金莎莎、李国、李海龙、李剑、李炜、廖正凯、廖志
伟、刘芳、卢小茜、罗飞、雒兴刚、潘约文、戚国理、钱华、秦芝燕、邵雄
伟、沈宝英、沈建伟、沈美城、沈霞丹、施恩荣、宋晓龙、汤玲玲、汤倩
倩、万强茂、王芳、王根清、王玲、王全顺、王雅丽、王扬、魏丹、吴林忠、
吴兴华、谢义鸿、徐骏、徐文、徐小伟、杨丽、杨如、杨英文、杨正格、应
智立、于兹瀛、余柯峰、俞成、詹华彬、张海涛、张继军、张洁、张梦镕、
张益波、章荣、赵华、郑美君、周青峰、朱邦艳、朱峰、朱华英、朱可嘉为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1年9月17日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一）

任命：
王建枝、王爽、李百春、应霆、张伯兴、柏建林、姜萍、陶依丽、葛红

卫、韩艳为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察和法制
司法工作委员会委员；

石晗、宁建萍、李灿辉、陈立荣、赵国芳、柳国美、姜广勇、韩燕为杭州
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

丁武杰、王大祝、王婷婷、刘鹏、沈小玲、陈敏之、夏利灵、高飞、高
强（知行社区）、蒋柏良、傅岳良为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委员；

马仁爱、王天国、王勤、毛泉红、包伟国、许志伟、张伟、邵建明、胡
瑞祥、徐佳琪、陶小乐、童志华为杭州市钱塘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

（二）

任命：
林国龙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邱洁健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陈慧军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
吕瑜岚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陈云祺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三）

任命：
钱铖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吴国刚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李征宇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胡葵阳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冯姣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刘红华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俞瑾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宗昊渊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沈爱国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任祎俊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缪慧琴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李璐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郑琴芳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黄丁文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许欢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钟魁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佳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应慧博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楼淑瑜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陈倩倩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蔡佳宇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雪蕾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沈颖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本报讯 17日，由我区承办的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恳谈会
在杭州洲际酒店举行。来自政、
商、学、研领域的30多名行业大咖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钱塘生物医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区委副
书记、杭州医药港党工委书记沈燕
俊做产业投资推介。

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孙咸泽在
恳谈会上表示，在国家层面大力支
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背景下，杭州
规划了“一核三园多点”的产业布
局，钱塘区作为杭州生物医药产业
核心区之一，具备区位、人才、政策
等多方面优势，是区域优化产业机
构、提升产业层次的重要抓手。蒋
华良院士表示一直关注钱塘的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并提出一些中肯
建议：“在钱塘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初期，我就对这里很关注，并参与了

浙江大学智能药物创新研究院落
户下沙的合作。如今钱塘区正在
形成下沙研发+江东制造的医药产
业发展格局，建议钱塘区通过持续
的政策支撑、产业人才引育、产学研
通道打通，促进该产业提质升级。”
院士、专家们热情献策，为我区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问计把脉。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区五大主
导产业之一，也是我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潜在增量。今年
上半年，我区推动打造创新链、生态
链、人才链、政策链、金融链、服务链

“六链融合”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19亿元，
同比增长15.7%。仅在杭州医药港
平台就新注册生物医药企业136
家，落地亿元以上项目27个，总投
资182.67亿元，热带雨林式产业生
态加速形成。 （刘龙龙 王佳杭）

本报讯 18日，大创小镇商会
正式成立。据悉，大创小镇商会由
平台所属企业自愿结成，首批会员
单位包括和利时自动化、装点文
化、捷诺飞科技、奥普家居等53家
企业。区委常委、大创小镇党工委
书记刘国娟出席会议。

大创小镇商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
商会理事会，并由杭州和利时自动
化有限公司副总裁冯言勇担任会
长。

这是继杭州医药港商会之后，
我区第二个以产业平台为范畴成
立的商会。目前，大创小镇已集聚
了14000多家企业，包括423家规
上企业。2020年，大创小镇工业
企业实现总产值1183亿元，社零

销售额实现72.63亿元。
大创小镇管理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商会的成立能够更好地
凝聚大创小镇企业家力量，通过创
业座谈、项目洽谈、人才共享、外出
考察等形式，为企业搭建一个学
习、交流、合作与发展的平台，促进
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实现以大带
小、以强带弱。

下一步，大创小镇商会将加强
自身建设，不断强化服务、联络、引
导、交流工作，发挥政府、平台、企
业间的沟通桥梁作用，弘扬新时代
浙商精神和钱塘的围垦文化特色
精神，为钱塘区的高质量发展和竞
争力提升献计献策，提高经济效
益，回馈社会。

（刘龙龙 竹滢艳 李龙启）

大咖齐聚恳谈会 共话钱塘生物医药产业未来

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 大创小镇商会成立

本报讯 17日下午，“我们都是
钱塘人”高层次人才座谈会暨2021
年度钱塘区高创会中秋活动在国际
创博中心人才之家举行。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吴勇，副区长施峰，
区政协副主席杨帆参加相关活动。

座谈会上，区高层次人才创业
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高创会）理
事会成员和重点人才代表齐聚一
堂，围绕“我们都是钱塘人”主题，
为钱塘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围绕促进高创会高水平发展建设，
积极踊跃发言。

会议指出，一直以来，钱塘区

坚持产业立区，创新驱动，着力构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新体
系。希望高创会及高层次人才能树
立“我们都是钱塘人”的身份认同，
发挥钱塘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持
续释放高创会平台引领效能，为我
区进一步集聚人才、创新资源，推动
产业转型发展，为钱塘发展接续奋
斗、共建共享，与钱塘区相互成就、
共进共赢，真正将高创会建设成为
钱塘的人才之家，为高水平打造“智
涌钱塘·现代星城”，加快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一流新区贡献智慧力量。

（吴宇翔贾瑜璐）

“我们都是钱塘人”高层次人才座谈会
暨2021年度钱塘区高创会中秋活动举行

本报讯 9月18日，区建投集
团下属金沙湖公司负责实施的
220千伏沙南输变电工程（线路土
建部分）5#-6#井区间东舱顶管机

“地矿风采号”顺利始发，作为
220KV沙南输变电工程（土建部
分）施工的重要节点之一，标志着
该项目施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本项目作为下沙片区电力供
应的重要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市区
电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据建
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5#-6#工
作井顶管区间下穿18号路，施工
地层涵盖了粉砂土、夹粉土，隧道
地下埋深在6-15cm左右，工程主

要采取泥水平衡法施工，施工难度
较大。为确保本次顶管的顺利始
发，金沙湖公司积极与多方沟通，
克服了500kv高压线下、绕城高速
沿线施工等诸多问题，最终圆满完
成了前期顶管机进场、吊装、安装
及调试工作。

据了解，220千伏沙南输变电
工程（线路土建部分）项目是2021
年钱塘区电力重点项目，该项目位
于钱塘区15号大街西侧绿化带内，
长约3.2公里，总投资估算约3亿
元。项目线路土建整体计划将于今
年12月底竣工。

（吴宇翔沈佳琪）

220KV沙南输变电工程（土建部分）顶管机顺利始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