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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首批跨境电商产业园名单出炉 我区入选一家

“造船出海”我区外贸业积极扬帆“新蓝海”
■见习记者 徐思琦 记者 郝爽
通讯员 周郑宇
本报讯 近日，省商务厅公布浙江首
批省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名单，我区中
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下沙园区成
功入选。
该园区位于我区 12 号大街 18 号，占
地面积 210 万平方米，累计总投资超 1.25
亿元，目前实际入驻跨境电商企业 52 家，
其中入驻跨境电商经营企业 37 家，
跨境电
商服务企业 15 家。该园区已获杭州跨境
电子商务协会授予的
“2019 年度行业贡献
奖”
“2015-2020 年度跨境电商行业杰出
贡献奖”
等荣誉。

据悉，该园区在业务模式创新方面，
跨境电商第一流、全国跨境电商第一区”
在 全 国 率 先 实 现“B2C”包 裹 退 换 货 模
的 目 标 定 位 ，已 率 先 实 现 跨 境 出 口
式，率先实现跨境“1210”邮路出口和退 “B2C”和“B2B”全 业 务 模 式 ，形 成 了 完
换货，以及“1210”和“9610”进出口业务
备的跨境出口生态体系。在国内国际双
全覆盖；在园区运营管理方面，创新双备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
案监管制度，实现全程通关无纸化流程； 企业在原有业务板块基础上拓展跨境电
在安全生产方面，东芝物流、汉达国际、
商出口业务，制造业品牌出海也成了跨
海仓科技三家仓储物流企业通过二级标
境电商发展的新趋势。
准化，17 家企业通过三级标准化创建。
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加大与亚马
这家园区“走在前列”的背后，是我
逊、阿里巴巴国际站、谷歌、沃尔玛等大
区外贸业不断企稳回升的缩影。今年
平台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品牌出海的新
1-7 月，我区完成跨境电商进出口 93.61
路径、新模式、新思路，鼓励钱塘区制造
亿元，其中完成跨境出口 51.5 亿元，进口
企业牢牢把握机会，积极拥抱跨境电商
42.08 亿元。作为全国最早开展跨境电
出口这片蓝海，把政府研究制定的政策
子商务试点业务的区域，我区围绕“全球
用好用足。

行业龙头
“马力全开”
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位
于我区大创小镇，是国内规模最大
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体
（IDM）的企业之一，其技术水平、营
业规模、盈利能力等各项指标在国
内同行中均名列前茅。
随着近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的
快速增长与高端智能家电的普及，
公司产能线一直处于满产满销状
态，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收同比
增长 35.65%
文/摄 记者 童志忠

顾家集团入围
“2022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
■记者 郝爽
本报讯 近日，2022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正
式公布“2022 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 500
强”
名单，
我区企业顾家集团上榜。
据了解，本次峰会以“抢抓新机遇
共创新未来”为主题，旨在引导广大民
营企业准确把握形势，坚定发展信心，
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而今年也是全国工商联连
续组织开展的第 24 次上规模民营企业
调研，共计 8602 家年营业收入 5 亿元
以上的企业参与调研，其中制造业民营
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达 125.72 亿元，比
上年增加 25.21 亿元，其榜单权威性有
目共睹。
近年来，顾家通过多渠道以数字化
赋能品牌，为企业由“制造”转型“智造”

再提速。不仅建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的设计研发机制，形成了以原创设计研
发为主、与国际知名设计师合作为辅的
设计研发运作模式，在国内外均组建了
庞大的设计研发中心；除此之外，还投资
10 亿元建设 22 万平方米的 4.0 智能制
造基地，顾家全屋定制精准打造的 4.0
智造系统将贯穿于产品制造、产品服务
等各个生产环节，并利用“软体+柜体”
一体化研发生产服务的先天优势，为用
户量身打造更高品质、更高标准、更优服
务的向往家居生活。
“此次顾家上榜，既是对顾家数字化
转型和产业建设探索的认可，也是对企
业行业影响力的有力肯定。”
顾家家居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顾家将继续乘势而
上，潜心创新智造、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双引擎”深度融合，为助推钱塘
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重要贡献。

海聚中心品牌指导服务站荣获省级荣誉
■记者 郝爽 通讯员 韩丽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正式下发《关于公布浙江省品牌指
导服务站名单的通知》，和达高科·海聚
中心品牌指导服务站位列“浙江省品牌
指导服务站”榜单，成为 2022 年钱塘区
唯一入选的产业园区。
和达高科·海聚中心品牌指导服务
站成立于 2021 年，位于海聚中心六号
楼二楼，是为和达高科各园区提供品牌
建设和知识产权服务的一站式、全链条
工作平台。品牌指导服务站由科服公
司企服部、运营部合作共同实施，为各
园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布局规划，专利
优先审查、快速审查对接，专利、商标、

著作权（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
请，知识产权调解、维权，知识产权培
训、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申报等服务。截
至 2022 年 9 月，已辐射企业 231 家，走
访企业 156 家，受理知识产权咨询 106
次，现场解决问题 82 个，指导企业开展
维权 5 次。海聚中心品牌指导服务站
已成为园区企业和市场监督管理局顺
利沟通的桥梁，更是和达科服公司企业
服务的一张“金名片”。
下阶段，和达高科·海聚中心品牌指
导服务站将进一步集聚园区优势，健全
运行机制、深化服务内容、促进资源共
享。和达科服将进一步为园区企业提供
更加便利、全面、高效的指导服务，打造
钱塘区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服务。

和达高科产业园区 REIT 项目获正式受理
■记者 郝爽 通讯员 葛巍
本报讯 9 月 14 日，和达高科作为
原始权益人的“华夏和达高科产业园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证
监会与交易所受理。该项目的基础设
施类型为产业园区，资产包含生物医药
专业园区，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公募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角逐中拔
得头筹，成为首个正式申报到证券交易
所的项目，将成为全国首单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公募 REITs。根据公
募 REITs 发行流程，后续待交易所出具
无异议函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便可
注册基金上市发售。
和达高科公募 REIT 首发标的资产
为和达药谷 1 期和孵化器两个项目。和
达药谷 1 期总建筑面积 13.4 万平方米，
入池部分建筑面积为 8.4 万平方米，占地
4.4 万平方米，2017 年建成投用，重点引
入医药研发、生物制药、诊断检测、医疗
器械和医学工程等科技创新型企业，平
均出租率达到 95%；孵化器项目占地 3.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4 万平方米，项
目于 2007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园区聚集
大批生物医药、软件、新材料、节能与环
保、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平
均出租率达 90%以上。
项目原始权益人和达高科为钱塘

进步创新可享受相关进口税收政策 助企惠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我区3家研发中心获省级进口税收政策资格认定
■记者 董笑瑜 通讯员 俞佳君 方燕
本报讯 近日，
《浙江省商务厅等四部
门关于认定浙江省第一批符合进口税收
政策外资研发中心的通知》发布，我区杭
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
禧生物”
）、天境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和杭州明德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3 家
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成功通过资格认定，
未来可享受相关进口税收政策。
“此次通过资格认定，多禧生物能够
在未来享受到进口研发设备免税政策，有
助于降低公司研发成本，同时也提振了公
司信心，推动公司进一步创新发展。”多禧
生物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一资格认定离不开多禧生物多年

的创新积淀：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多禧生
物专注肿瘤靶向的抗体偶联药物（ADC）
的原创研发和商业化，拥有在研 ADC 药
物 20 款，申请国际专利 400 余项。目前，
公司累计投入 4 亿元人民币作为研发费
用，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研发、检验和中
试生产设备，建立了完善的研发和中试平
台，并获得“2022 中国医药创新企业 100
强”
等多项荣誉，
走在行业创新前列。
药明生物全资子公司杭州明德生物
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同样表
示，钱塘区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公司当初
选择投资的重要因素，此次研发中心能
够获得省级部门的认定是对公司的认
可，公司将继续做好经营，不断创新，实
现更大突破。

据悉，全省第一批次通过资格认定
的外资研发中心共 9 家，钱塘企业就占
了三分之一，充分体现我区在提升外资
利用效率、优化资源分配结构、激发外资
科创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换效率领域
迈出的坚实步伐。同时，这一优秀成绩
的取得，对于提升钱塘区内外资科研创
新水平，深化外资利用效率，吸引优质外
资来投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进一步招强引优，引导外资流向高质
量研发、高水平创新、高品质制造的高端
制造融合创新产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中努力实现高水平外资利用，为全力
打造全省标志性战略性改革开放大平台
贡献力量。

区直属国有资产平台。本次基础设施
REIT 的试点，不仅能有效盘活存量资
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资产运营
效率，后期还可通过扩募不断壮大 REITs 规模，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基础设
施资产建设、运营、上市的良性循环，同
时也为和达高科高效发展集聚资源，以
产业赋能促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
是，目前已上市的产业园区 REITs 主要
来自国家级高新区，而和达高科产业园
REIT 项目的原始权益人和底层资产均
来自于国家级经开区（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
和达高科依托孵化器与和达药谷系
列产业园，形成了生物医药产业为特色
的孵化-加速产业生态，建立与企业的
高强度产业黏性，如孵化器孵化的多禧
生物、景杰生物、领业医药、道尔生物等
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在成长阶段落户药谷
系列园区。截至今年 6 月，和达高科总
资产规模约为 54 亿元，总运营各类产业
园区项目 26 个，运营规模超 185 万平方
米，其中，生物医药类产业园区占比面积
为最大，占现有运营体量的一半。当前
在建产业园区项目 8 个，规模超 150 万
平方米，储备产业园区项目土地面积超
66.67 万平方米，可建筑面积逾 150 万平
方米，已经成为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产业
园区运营商之一。

渤海银行理财产品
一旦选择 终身相伴
当前热销
2022GG115
2022GG116

募集结束日
2022/9/26
2022/9/26

渤海银行定期开放式
LDKGG00037
结构性存款
2022S470

成立日
2022/9/27
2022/9/27

到期日
2023/3/9
2023/10/9

期限（天）
163
377

开放时间
投资周期（天）
开放日都 24 小时都可申购，
391
于 T+1 工作日成立
成立日
投资周期（天）
2022-9-27
196

明星系列
起点金额
开放式公募固收
（万）
渤银理财灵活系列 每日开放申赎
1

近七日年化
收益率
2.89%

起点金额（万） 业绩比较基准（年）
1
3.52%-4.02%
1
3.83%-4.33%
起点金额（万）

业绩比较基准（年）

1

3.90%-4.90%

起点金额（万）
1

参考收益率（年）
1.30%-3.30%

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以上
仅为产品信息提示，产品详情请以当期产品说明书为准。理
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
益。详情请咨询义蓬支行理财经理

支行地址：
钱塘区义蓬街道义蓬中路 636 号
（义蓬购物中心斜对面）
（公交 351、
743、
734 等交通义蓬街道站往东 200 米或地铁 7 号线义蓬站 D 出口下往东 400 米）
财富热线：
0571-87202228

检修计划
尊敬的用电客户：根据国网杭州钱

常供电造成影响，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

51225358/13456800003,

下

沙

片

幢 1 单元 2-17 楼

塘区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定于 9

做好生产安排，相关用电咨询或报修请

18958089070

月 26 日—10 月 09 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

拨打：高压用户请拨打 0571-51223027/

电力设备临时检修预告

检修，现将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

18958080872，低 压 用 户 请 拨 ：义 蓬 片

检修日期 时间 检修范围

范围列表公告如下，若遇雨天、雷暴等恶

51225373/18868400003， 新

湾

片

2022/9/26 10:00- 17:30 锦 湖 家

所 附 近 ；9:00- 17:30 向 公 村 一 带 ；9:

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间会对正

51225382/18868400007， 河

庄

片

园 20#楼 5 单元；9:00-17:30 江语海 2

00- 17:30 共 和 村 一 带 ；9:00- 17:30

2022/9/27 9:00-17:30 临江佳苑
30 幢；
9:00-18:30 义盛村一带
2022/9/28 9:30-17:30 河庄营业

临江佳苑 60 幢、61 幢；10:00-17:30 锦
湖家园 12#楼 1 单元
2022/9/29 9:00-17:30 同一村一
带；9:00-17:30 临江佳苑 9 幢；10:0017:30 锦湖家园 20#楼 6 单元
国网杭州钱塘区供电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