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大创小镇的杭
州沃镭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由中国计量大
学郭斌教授创办的业内
领先的智能制造整体解
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
汽车零部件检测与装配
自动化设备的研发。

据悉，该公司今年
上半年新签订单5.53亿
元，同期增长率500%，
有力地展现了钱塘区
“校友项目”的蓬勃发展
势头。

记者 童志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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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沈丹

作为经济的力量载体，广大市场主
体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就业民
生。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全面推
动实体经济稳进提质。记者从区市场
监管局获悉，截至8月底，我区共有各类
市 场 主 体 112370 户 ，同 比 增 长
16.55%，在册市场主体总量同比增幅稳
居全市前列。

审批“瘦身”
破活力不足堵点

“本来我们准备用一周时间去办理
登记注册，没想到半小时不到就办完
了，真是省心又省力，商事主体登记确
认制实在是好！”杭州勇航机械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手中接过“新鲜出炉”的营业执照，
满意地连连夸赞。

今年以来，我区全域实施商事主体
登记确认制，在全市率先推出住所申报
承诺制，推进“办事自主+信用承诺+符

合确认”登记模式，为区内商事主体提
供“名称申报无感审批、住所选址申报
承诺、登记服务一网通办、经营范围菜
单式勾选、电子执照快捷办事”等规范
化、标准化、便利化举措，为企业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截至目前，已有5605家
市场主体通过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完
成登记。

在我区的商事登记综合服务专区，
还建立了“一对一答疑”洽谈帮办机制
等途径，持续巩固提升企业开办纸质材
料“零提交”、全程网办“零见面”、创业
办事“零成本”、快递送达“零跑腿”、办
事咨询“零窗口”、指导帮办“零操心”的

“六零”开办模式。截至目前，企业开办
平均仅需22分钟，用时缩减68%，累计
减免费用435.82万元。

除此之外，我区利用自贸区地域和
政策优势，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取消计量标准器具考核事项，取得肉制
品、乳制品、其他特殊膳食食品等食品
生产许可审批权限，并积极向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申请外资登记授权，推动区内

商事主体准营更加宽松。截至8月底，
我区累计登记在册小微企业57457户，
在册数量同比增长28.21%。

制度“包容”
破合规发展难点

今年6月，我区细化出台了区级歇
业制度，配套制定具有钱塘特色的“休眠
期”监管制度，完善歇业市场主体监管，
提供“开业（存续）”和“注销”间缓冲地
带，减少经营不善衍生的列入经营异常
等信用问题，允许企业继续保有名称、商
标、专利等信息，深耕企业“再生”可能。

杭州钱塘新区尧哥石材经营部经
营者就是歇业制度的受益者之一，他
高兴地表示：“这个政策太人性化了，
以前停业就必须注销，现在可以通过
歇业，让我有时间整顿喘息，还节省了
房租、水电和人员费，心里的一块石头
落了地。”

截至目前，我区已完成企业歇业备
案23家次。

除此之外，我区创新开展“综合查一
次”，深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将登记事项、
物价、广告等多项检查融合，实现“无事不
扰企”。今年，我区市场监管领域“综合查
一次”执法改革获评市2021年度最具影
响力最具辨识度法治实践项目。

要素保障
破成果转化痛点

中小微企业是我区数量最大、最为
活跃的市场主体之一，在繁荣经济、吸
纳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6月底，在“钱塘区中小微企业
稳进提质专场活动”现场，钱塘数字化金
融超市正式启用，同时与多家银行达成合
作关系，同步推动信用融资破难专项行
动，为企业和银行搭建直接交流的平台。
除此之外，我区统筹“规模实力、经营质
效、关联特征、社会贡献、综合合规表现和
加分项目”等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筛选出
全区17407家信用好、潜力大的小微企业

“白名单”，并下发至合作银行，提升信用
融资普惠性、可及性。截至目前，累计支
持“白名单”内小微企业授信256家，授信
金额达14.61亿元；支持小微企业获贷
241家，获贷金额达12.3亿元。

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经济才能行稳
致远、生机盎然。一直以来，区市场监管
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难
点、痛点，多措并举稳住市场主体，坚定市
场主体的兴业决心，创新改革措施释放市
场澎湃活力，全力助力钱塘企业“轻装快
跑”，构筑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

助力市场主体“轻装快跑”蓄积经济高质量发展力量
我区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6.55%，其中小微企业同比增长28.21%

2 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莫微 校对：徐凯锋要闻
QIANTANG NEW AREA DAILY

本报讯 近日，河庄街道江东村内道路
焕然一新。曾经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泥巴
路，变成了一条条崭新的水泥硬化路。据
悉，村内这几条路被列入我区“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后，道路开始全面施工。在
整修硬化完工后，村道成了江东村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其中一条更是无缝连接到村
民家门口。

“之前下雨天，车子开过都会陷进泥土
里。这次‘一事一议’政策下来之后，我们对
江东村二组、江东村三组、江东村四组农业园
区道路建设、U型边沟修复等基础配套设施
进行修缮，改善了村民近年来雨天出行不便
的难题。”江东村相关负责人说。

江东村道路提升工程，是区财政局落实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一个缩影。今年
以来，区财政局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以改善农村基础建设为重点，
推动区内共同富裕发展。积极发挥“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杠杆撬动作用，把“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资金用在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
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建设上，提升村民生活幸
福感、满足感。

据悉，“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对我
区一般村级公益事业项目按审定建安工
程投资的60%予以补助，补助限额200万
元；对上年度经营性收入在120万元以下
的相对薄弱村，区级财政按审定建安工程
投资的 70%予以补助，补助限额 300 万
元。截至目前，“一事一议”奖补资金预算
安排涉及20个项目，共将辐射5个街道20
个村，项目总投资4010万元，其中财政奖
补资金 2537 万元，累计受惠群众达到
42562人。

（徐思琦 赵彩霞）

我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惠及群众逾4万人

本报讯 近日，杭大江东储出〔2016〕8号
地块商住项目（金领公寓及经济型酒店项目）
已顺利完成竣工验收。

该项目坐落于江东核心片区，东至金融
小镇（钱塘中心），南至卓越星央悦府项目，西
至青西路，北至江东二路，总用地面积约1.7
万平方米。

项目主要由1幢14层经济型酒店和2幢
15层公寓住宅组成，总建筑面积约4.4万平
方米。其中，经济型酒店按照挂牌三星级标
准设计建造，共14层，设置客房116间；金领
公寓分两栋设置，共6种户型、112间，1#公
寓由两梯两户三单元连拼而成，2#公寓为两
梯两户。

据悉，项目地上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容积率2.0，
建筑密度27.37%，绿地率30.05%，停车场设
计机动车位数量358个。以“时尚宜居的城
市绿洲、优雅高效的居住场所、高洁大气的区
域地标”为定位，三幢建筑楼采用简洁明快的
立面设计风格，搭配流畅简单的线条，整体时
尚且富有活力。

该项目凭借先进的施工水平和优质的工
程质量，荣获2020年下半年度杭州市建设工
程“西湖杯”（结构优质奖）。

推进全域美丽，提升高品质城市质感，我
区将持续发力，打造湾区活力城，交出城市建
设高质量发展满分答卷。

（冯张平 乔梁梁）

我区打造宜居宜商新封面
又一项目变“效果图”为“实景图”

■首席记者 赵一霖
通讯员 柳艺晗 何轩宇

破浪前进风正劲，奋楫扬帆此其
时。今年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深入推进之年，区税务局紧跟时代步
伐，贯彻落实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锚
定辖区内经济产业布局，积极发挥税收
职能，为区域共富建设点燃“税引擎”，
协同共创钱塘共同富裕样板区。

夯实农业发展“稳”格局

江东片区陆域面积达344.3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面积217.8平方公里，占比
达 63.3%，是杭州乃至全省的重要粮
仓。农业作为我区的重要产业，俨然成
为“全域共富”建设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全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稳中有
进，设备更新、机器换人，农业生产呈现

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趋势，区税务局
精准把脉农业发展态势，第一时间送上
惠农政策支持，为农业发展添力提气。

杭州宣氏粮油专业合作社专门从
事油菜、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的种植，
承包了新湾街道2000余亩田地，拥有
独立的育秧中心和烘干中心，近期还添
置了无人机等新型农机设备。“土地种
植规模不断扩大，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
持。”谈到近些年合作社的发展过程，负
责人宣军民十分感慨，“税务部门非常
重视我们农业合作社发展，不仅建立日
常联络通道，给予政策支持，而且在了
解我们购置新设备后，手把手指导如何
申报享受税费抵扣，及时解决我们的办
税需求。”

助生产，稳发展。今年以来，区税
务局开展“税农相伴”活动，构建“网格
对接、专职匹配、返策销户”三级传导机

制，及时掌握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涉税需求，根据生产主体、产销链条等
差异，对标相应优惠政策，为农业生产
者提供“定制辅导服务”，确保“施肥”施
到“根”，筑牢农业发展“稳”基础。

提振乡村旅游“优”效益

近年来，我区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
略，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开展围墙
美化、景观提升、村道拓宽等一系列乡
村改造工程，不仅全面提升了农村人居
环境，还创造了以“微景观”为亮点的乡
村旅游体验点，彰显独具钱塘魅力的生
态底色。

位于河庄街道江东村的“闲梦江
东”农业综合体，自开业以来便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打卡”，该项目将创意农
业、观光农业等深度融合，打造出具有
乡村特色的休闲旅游项目。“现在有许

多村民在‘闲梦江东’附近开设农家乐、
乡村民宿，我们每年能为村民实现创收
400余万元，其间税务部门及时送来了
生活服务业和旅游业相关税费优惠政
策，让我们第一时间享受到真金白银的
政策红利。”运行该项目的浙江慧农农
业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顺风说，“税
惠支持给予我们更为强大的发展底气，
我们计划推出‘嗨嗨营地’等夏令营项
目，将农业跟教育相融合，进一步扩大
乡村旅游市场。”

“聚焦乡村旅游新业态，我们将服
务‘直通车’驶入乡村旅游产业，通过征
纳沟通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在线解答、
政策推送，帮助农园基地、农家乐、农旅
民宿等乡村旅游业主体，了解税收优惠
政策和扶持举措，为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注入‘税动力’，力促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全域共富”增添“税引擎” 惠企助产走进田间地头

本报讯 近日，义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负
责人一行来我区考察闲置农房盘活数字化应
用建设情况，区农业农村局、河庄街道、区城
发集团等有关负责人陪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实地参观了河庄街道同一村
旅馆式服务总台及塘巢实业公司打造的样板
房，并在钱塘中心进行了座谈交流。

今年，我区被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列为
“农房盘活”先行先试省级试点之一以来，
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农房租”项目推进工
作。目前，农房租场景已上线浙里办、浙
政钉，系统归集公安、政法委、住建等部门
数据共计 115 万余条，上线房源 2900 多
间，驾驶舱数据与省级重点应用“浙农富
裕”系统贯通，在省市数字化改革成果中
展示推广。我区与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化
研究院合作，共同编制农房出租省级标准
化管理制度及农房出租各项管理制度，形
成农房资源盘活的理论成果。同时，积极
推进区城发集团合资成立塘巢实业公司
参与农房租赁服务，已完成房源采集5600
余间，打造同一村样板房14间，企业个性
化定制4家。

考察组对我区农房租数字化改革工作
进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赞扬，一致认为钱塘区
共同富裕农房租项目是激活闲置资源、加强
政府监管、促进农民增收、激发乡村活力、提
升乡村经济的有效途径，对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义
乌市的农村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提供了
宝贵经验。

（王基诺 曹春芳）

义乌市农业农村局来我区考察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周浙江行，首站钱塘
■首席记者 赵一霖 通讯员 陶旭

本报讯 13日上午，上交所资本市
场服务周浙江行启动仪式在我区举
行。活动旨在充分利用上交所资本市
场资源，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综合服
务水平，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
济发展，拉近区域企业与资本市场距
离，在注册制背景下推动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

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周浙江行活
动是上交所全产品链服务的第一站，它
以“拥抱注册制、共享高质量”为主题，
涵盖股权融资服务、债权融资服务、公
司管理服务、创新产品服务、投资者服
务等各业务条线的市场服务功能，将集
中一周在浙江举行，切实增强资本市场
参与主体的获得感。

“目前，沪市上市企业数量、沪市主

板新增申报企业数量浙江省均排名第
一，但浙江科创企业上市还有待挖掘。
截至目前，浙江省科创板累计申报量与
上市量均排名第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上交所将以
综合服务周为契机，与地方政府充分合
作、共同发力，助推更多浙江科创企业
上市；同时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在股
票、债券、衍生品、公募REITs等方面支
持浙江省优质企业，利用好资本市场工
具做大做强。

上市企业是观察区域经济活力和
韧性的重要指标。钱塘高度重视企业
上市工作，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
的姿态拥抱资本市场，致力于建立全
程培育体系、打造百亿产业基金、构建
金融服务生态，建设浙江生物医药板，
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试点，全力
助推钱塘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实现更高

水平发展。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上市企业

18家、重点拟上市企业31家，涵盖了生
命健康、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钱塘主导
产业领域，今年新增6家企业报会受理。

“我们既坚持横向贯通，建立健全
上市服务部门联动机制，由区财政局
（金融办）统筹协调，实现办事审批‘一
站式即办、多部门联办’；也注重纵向联
通，针对辅导备案、中介内核等企业上
市重点环节，与浙江证监局、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保持常态化沟通，模块化跟进
企业上市辅导进程，全力解决上市难
题。”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除此之外，在完善要素保障上，我
区充分发挥产业基金杠杆撬动作用，给
予重点拟上市企业精准支持，并通过线
上路演、投融资对接等方式向社会资本
积极推介，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目前，

我区产业基金已累计投资区内上市企
业4家，投资金额3.49亿元，带动社会
资本投资37.55亿元；投资区内重点拟
上市企业12家，投资金额8.58亿元，带
动社会资本投资51.60亿元。同时，钱
塘区出台“凤凰政策”，按照完成股改、
报会受理、上市交易分阶段给予企业市
区两级上市奖励750万元，缓解企业资
金压力，2022年以来已兑现11家企业
上市奖励资金2050万元。

未来，我区将持续以实施“凤凰行
动”计划为着力点，以“一站式”上市培
育服务为载体，持续完善常态化培育机
制，充分凝聚多层次资本市场合力，坚
持增量存量并举，培育挖掘更多优质上
市后备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引导上市公
司规范经营，在资本舞台实现更好发
展，为实体经济复苏发展注入活力，推
动科技、资本、产业的高水平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