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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电客户：根据国网
杭州市钱塘新区供电公司生产计
划检修安排，定于11月 22日—
12月03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
修，现将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
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若遇雨
天、雷暴等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
消，工作期间会对正常供电造成
影响，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
生产安排，相关用电咨询或报修
请拨打：高压用户请拨打0571-
51223027/18958080872 ，低压
用户请拨：义蓬片 51225373/

18868400003， 新 湾 片
51225382/18868400007，河 庄
片 51225358/13456800003, 下
沙片：18958089070

电力设备临时检修预告
检修日期 时间 检修范围
2021/11/23 9:00- 17:00

临江佳苑小区
2021/11/24 9:00- 17:00

临江佳苑小区
2021/11/25 9:00- 17:00

临江佳苑小区
国网杭州市钱塘新区供电公司

检修计划

■记者 钱圆

金秋的新湾，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在
“一纵一横”滨水景观项目的建设现场，河道已
经清淤，泥砖正在铺面，与此同时，铺设草坪、
苗木进场，项目的绿化工作也在开展中。

进入10月，整个项目也进入了施工黄金
时期。为了抢抓工期，施工方加大了人力、物
力投入，140余名工人加班加点奋战在建设
一线，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

据悉，“一纵一横”滨水景观项目将于11
月底完工，目前已完成50%以上的绿化工程，

“碧水、绿岸、金沙”的美景即将呈现。
“一纵一横”滨水景观项目仅是新湾街道

掀起项目建设热潮的缩影。连日来，新湾街
道积极贯彻落实钱塘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

要求，紧紧围绕“钱塘枢纽·高铁新城”的发展
总目标，全面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推动街
道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不远处，新湾街道邻里中心作为街道全
年重大项目建设之一也正在火热建设中。东
至新四路，南至横一路，西至建华村安置房，
在这块1.0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这个“大家
伙”已经结顶，正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装修。

“听说这里会有社区食堂、阅览室，还有
农贸市场，那可真是方便太多了！”“教育培
训都有呢，有些事情稍微走几步路就能解
决，不用想着开车办事了！”……对于家门口
的社区“综合体”，不少居民都已经开始有了
期待。

不久后，作为街道多功能的社区活动中
心，它将作为住区基本配套，提供社区卫生、
养老、行政办公、社区文化等服务，进一步满
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提升住区品质。

总投资14.7亿元的三新EPC安置小区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3亿元实施的道

路建设“123”工程中新湾大道正在路面施工，
横一路东伸完成一编一审与招标文件编制；
投入3000万元深化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共
兴村、新南村美丽乡村工程有序推进中，共裕
村已做好市级精品村创建迎检工作……今
年，新湾街道狠抓项目建设力促产业发展，实
现全年重大项目建设“三个一”，即加速推进
一批、新开工一批、前期深化一批。

“四季度是决胜全年的关键时期，是争
速度、抢进度的冲刺阶段。新湾街道重点对
照街道三年行动计划年度目标任务、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重大投资项目建设任
务，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条生命线，狠抓有
效投资，狠抓项目建设，聚力推进项目建设
新突破，力争完成街道项目建设全年任务，
推进城市新区高强度建设。”新湾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四季度街道要持续推进25个
重大投资项目、10件民生实事工程，通过实
行进度公示、月度通报、季度督查、年度考核
机制抓实项目进程。

新湾：全力奋战四季度 打响项目攻坚战

■首席记者吴宇翔通讯员吴伟丽

本报讯 日前，在钱塘区某
饭店的后门，一辆形迹可疑的面
包车往饭店搬运“神秘”罐子后
驶离。这些“神秘”罐子内装的
很有可能是最近正在严打的“新
型燃料”生物醇基燃料！为避免
打草惊蛇，由区应急管理局布控
的工作人员也随即驾车，悄悄尾
随其后。

在持续跟踪2天之后，面包车
终于在位于十九工段飞地的一养
殖场内停下了车。

工作人员猜测，这里说不好就
是“神秘”罐子的存储场所。第二
天，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公安分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对该养
殖场进行了严密细致的突击检
查，“神秘”罐子的面纱由此揭
开。正如原先工作人员所料的那
样，该养殖场的大门右侧仓库内
储存了“新型燃料”生物醇基燃料
约2吨。

顺藤摸瓜下去，执法人员发现
该醇基燃料所属一家能源公司，其
主要成分为甲醇，销售至餐饮店作

为燃料使用。该企业的行为已涉
嫌违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目前执法
人员已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正在进一步查办中。

“甲醇主要以液体形式存在，
且易挥发，吸入一定量的蒸汽会出
现视力模糊、头痛胸闷等症状，对
人体健康有害，也存在环境污染风
险。”区应急管理局的执法人员科
普道。

自“新型燃料”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区应急管理局重拳出击，对
照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的一份使
用醇基燃料的餐饮单位名单，借助
各方力量，对这些餐饮单位进行

“盯梢”后找到存储场所，从源头形
成打击合力，把好安全关。

“飞地一直监管的薄弱地带，
这家能源公司趁着灰色边界打掩
护，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
们一定会把违法行为揪出来，还钱
塘百姓一个平安。”区应急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钱塘区
还将加大对“新型燃料”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广泛开展“新型燃料”
宣传教育普及活动，切实提升长效
治理水平。

我区查处一起非法经营
“新型燃料”危险化学品案

■见习记者 张雪依 通讯员 徐霞丽

从西子湖畔、钱塘潮涌，到雪山湖泊、高
原风光，自今年4月确立对口帮扶以来，杭州
钱塘区携手甘孜州理塘县，继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钱塘区总工会根据对口帮扶有关文件精
神，积极整合资源，发挥优势，第一时间制定
对口支援工作实施意见，明确“采购帮扶、疗
休养帮扶、捐赠帮扶”三大目标任务，精准细
化、深入落实，为“塘塘协作”添砖加瓦。

牦牛肉、酥油茶、丹巴香猪腿……每一样
带着藏区的美食印记的特产，都令钱塘职工
向往不已。今年，机关工会为职工集中采购
中秋福利，涉及理塘农产品约20万元，同时
带动直属工会及区内有关单位帮扶采购理塘
农产品。

接下来，区总工会将继续做好2021年度

对口帮扶采购，大力实施消费帮扶、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扩
大脱贫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影响力。区总工会
将发挥钱塘区电商行业市场开拓和辐射作
用，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区各级工会积极参与
消费帮扶。

今年10月，区总工会组织开展的钱塘
职工来到理塘这座“世外秘境”。此次疗休
养活动包括机关各部门、街道平台、企业工
会的120名职工参加。甘孜的奇异风光，康
巴汉子的热情好客无一不打动着钱塘职
工。此次疗休养首航团的顺利出行，能够激
发甘孜州旅游市场发展特别是理塘文旅市场
的新动能、新活力，加强“塘塘”两地间相连的
纽带。明年，区总工会将继续做好2022年度
疗休养帮扶工作，早谋划、多批次，助力两地
文旅产业交融。

理塘明媚的阳光下，是孩子们在操场

上奔跑的身影，是孩子们在教室里琅琅的
读书声。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今年，区总工会发动企业捐款64
万元，为理塘学生购置校车解决上学远的
问题。10月12日，区总工会发起爱心助学
捐赠活动，动员区内 10家爱心企业参与，
一共向理塘县第二中学、城关第四完全小
学的困难学生捐赠10万元助学金和学习用
品，其中包括8万元现金和价值2万元的棉
被、台灯、字典等物资，进一步推动钱塘区、
理塘县对口支援工作，深化两地合作与交
流。

涓涓细流，足以汇成江河。区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以采购帮扶、疗休养帮扶和
捐赠帮扶为开端，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对口支
援工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拓宽帮扶途径，
增强帮扶实效，巩固帮扶成果。努力发挥钱
塘优势，让两地携手并进。”

■记者 郝爽 通讯员 寿小琴

本报讯 手中线千丝万缕，阿姨们飞针走
线挑出一幅幅美丽的花边作品；一团面在老
手艺人的揉捏下，几分钟后就变成了卡通娃
娃……11月19日，以“庆建党百年华诞，谱终
身学习新篇”为主题的2021钱塘区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周开幕。

开幕式上，《共富共美 e起富学》社区教
育宣传短片呈现了钱塘区积极做优社区教育

“智学、共学、乐学”三张金名片，加快培育“三
新”（新市民·新学习·新家园）钱塘社区教育
好品牌工作新格局的风貌。

活动现场，钱塘区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举行签约仪式，未来双方将在亲子教育、青少
年活动、成人技能培训、老年大学等社区教
育、终身教育等工作方面合作共建，助力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

在颁奖礼环节，陆续揭晓了2021年钱塘
区百姓学习之星，杭州市、钱塘区示范性学习
型社团（学习共同体），钱塘区标准化、示范性
市民学校等全民终身学习先进个人、集体及
案例。开幕式还为杭州市“终身学习品牌项
目”授牌。

近年来，钱塘区高度重视学习型城市建
设，坚持“文教综合体”特色，全力构建7街道
30分钟市民学习圈；广泛开展社区教育进文
化礼堂（家园）活动；利用“智慧社教”村（社）
智能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实时记录居民学习行
为和学习成果，形成社区教育活动全纳入、过
程有轨迹、成果可输出的学习运行机制……

在钱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不断
被满足，全民终身学习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使命，从今天开始，从自己开
始，从你手边的一本书开始，将终身学习与
实践相结合，积极做推进全民学习的实践
者和参与者。”活动现场，杭州市“百姓学习
之星”张宏亮向全体市民发出终身学习活
动倡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钱塘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
力量。

据悉，我区各街道终身学习活动周也将
在近期陆续启动，各地将开展党史学习、法律
知识讲座、智能技术应用培训等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全民学习活动，营造“人人皆学、时
时能学、处处可学”的终身学习环境，推动我
区加快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城市建
设，服务全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 郝爽 通讯员 周晓昕

本报讯“起拍价100万元，现
在场上价位120万元。120万元第
一次，120万元第二次，120万元最
后一次！请举一下号牌，谢谢，216
号成交！请上台签订确定书！”日
前，在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和钱塘科
学城联合组织的2021浙江科技成
果竞价（拍卖）会上，杭职院服装设
计与工艺设计专业群团队转让的

“系列服装新产品研发和新材料制
备技术”，拍出了120万元的高价。

科技成果拍卖是成果转化、技
术转移的一种主要方式，举办科技
成果拍卖会，能够为广大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获得科技成果拓宽渠
道，也是高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
载体。此次科技成果转化竞价（拍
卖）会上，共有35项科技成果成功
转化拍卖，起拍总价1263.5万元，
成交总价1771万元，溢价率40%。

转让成果“一种基于云原生的
MES制造管理平台技术及应用”
目前已尝试应用于钱塘区内工业
物联网领域内企业的数字化改造，
广受企业好评。这项技术是杭职

院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团队的
集体研究成果，拍出了53万元的
价格，拍卖所得款项将大部分反哺
所在团队成员的科研能力提升和
其他项目预研工作。

“一种新型植物提取物抑菌洗
手液制备方法”“一种双向DC/DC
与 BMS融合的整车电源控制方
法”“一种TFT液晶关键材料二环
己基二酮的新合成工艺”等多项科
技成果均受到企业热捧，经历了若
干轮激烈的加价竞拍。

近年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通
过开展深度校企合作，深化产学研
融合，重视教师科研能力培养，科
技成果转化不断攀升。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徐时清表示，希望借
助科技成果拍卖，更好地推动职业
院校科技创新资源落地转化和产
业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职教力量”。
下一步，钱塘科学城将动态更

新成果集合，搭建规范透明的转化
平台，完善跟踪服务，梳理政策体
系，进一步提升钱塘区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速率，营造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良好氛围。

■记者 王慧敏通讯员 周圆圆

自启动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前进街道迅
速响应、精心部署，坚持高起点部署、高质量
推进、高标准把控，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
求，积极拓宽学习形式、丰富学习载体，干好
民生实事，进行党史学习教育“量身送学”。

细化一张“分类图”高要求落实

重走长征路、“红色电影”走进村社、童心
向党进学校、老兵讲党史、军事化训练赛……
一项项活动灵活学习形式，成了前进街道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丰富活动载体，在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肖峰宋韧艺术馆等多个活动区
域，都留下了党员干部们学习的印记。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为让党员们进一步感受和
体会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街道还多次邀
请前进改革建设的亲历者分享初心故事，增
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

积极开展“钱塘 潮声”宣讲活动和理论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议，街道前后邀请了多位教
授进行宣讲；机关、各村社和企事业单位充分
利用每一次的固定主题党日，开展“我们都是
钱塘人”之“奋斗在钱塘”大讨论，并在街道范
围内成立“钱塘社区浪花”宣讲团和“钱塘 乡
村浪花”宣讲团，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宣
讲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人
心，打通基层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为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街道统一
发放《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
等指定学习材料及相关电子汇编材料，鼓励个
人自学、集体研读、交流讨论等多种形式灵活
学习，扎扎实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拓展一张“实践图”高标准推进

“不仅要学史、悟史，更将中国共产党人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精神融入日常的生活
和工作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组织
一次结对调研、开展一次宣讲讨论、解决一批
关键小事、开展一次调研回访、发现一批担当
干部等活动组织，多方面、多维度开展“民呼
我为 民情我访”走访调研。

据悉，街道共有8个走访小组，由领导
班子带队，通过村（社区）两委班子座谈、群
众恳谈、入户走访等形式，深入了解基层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广泛征集对
街道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问题清单、落实
清单、责任清单，形成问题发现、梳理、交
办、反馈和督查的闭环管理，能现场解决的
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带回去研究解
决，真正把关心关爱精准高效地落在基层
群众急需处。

自2021年以来，街道已完成“办实事、解
难题、减负担”专题实践活动80余件，督办12
项实事任务。下一步，街道将不断加强干部
队伍管理，优化管理职能，不断推动日常工作
提质增效，确保“三为”工作成果不打折扣。

区总工会“三大帮扶”跨越山海

推动终身学习成为每个钱塘人的生活方式

2021钱塘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

记者 马晗聪摄

前进：以上率下掀热潮 深学细悟见实效

最高120万元！
杭职院35项科技成果拍出1736万元

本报讯 11月17日，区经信科
技局组织开展钱塘区企业数“智”
化改造培训会。近百名来自区内
制造业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齐聚一
堂，共同了解智能制造和未来工厂
关键技术。

培训会邀请了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为参会人员解读“未来工
厂”政策。培训会以“未来技术的
工业化场景应用”为主题，从经济
社会发展变局、浙江智能制造发展
现状、从“机器换人”到未来工厂的
迭代和杭州打造未来工厂的战略
思考与实施路径等4个方面详细
阐述制造业企业数“智”化改造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培训会场外，还
有杭州徐睿机械有限公司、杭州和
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
作为数字化应用服务商，向与会人
员介绍产品与服务。参加培训会
的制造业企业代表可在现场了解
有合作意向的企业产品。

近年来，钱塘区高度重视数智
赋能产业发展，坚持世界级智能制
造产业集群和杭州湾数字经济与高
端制造业融合创新发展引领区定位
目标，抢抓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契机，实现规上企业数
字化覆盖率100%，有效推动省市
两级“未来工厂”建设，认定省级“未
来工厂”1家、培育1家，省级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11家。此外，我区
共有42家企业入选2021年杭州市

“未来工厂”体系培育企业，“未来工
厂”梯级建设成效显著。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数字化诊断范围，加大政策引导，
全力打造一批有示范带动性的标
杆企业。”区经信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有机结合亲商助企、连
心结对服务机制，加大培育企业走
访力度，高效开展企业服务，助力
钱塘区加快“未来工厂”建设，打造
智能星城。

（竹滢艳沈晶鑫 任晓燕）

我区举办企业数“智”化改造专题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