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杭州市急救中心城东急救
站顺利完成交接，即将投入使用。该
急救站位于河庄街道江东一路与岩创
线交叉口，总用地面积2523平方米，
将承担所属辖区的院前急救、突发事
件和大型会议、重大赛事、集会活动等
的医疗保障工作。

文/记者 张颍 摄/通讯员 王远超

钱塘再添
“保障利器”

83名新兵奔赴军营

记者 童志忠 摄

■首席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沈立超

本报讯 金沙湖畔，春
光绚烂。3月15日下午，
钱塘区 2023 年春季入伍
送兵仪式在此举行，欢送
来自我区的83名新兵奔赴
军营。

仪式上，新兵们受领
刻有专属编号的“从戎之
剑”，并合唱歌曲《仗剑从
戎去》，高亢嘹亮的歌声响
彻金沙湖畔。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
院，二次入伍的“新兵”包
景宸作新兵代表发言。先
后三次执行联合国维和任
务的退役军人王利平，分

享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并
对新兵送上祝福。

前来送别新兵的亲人
和朋友手捧鲜花，眼含热
泪，共同见证了这一荣光
时刻。

据悉，从2022年11月
开始，我区正式启动2023
年春季征兵工作，经过严格
的体检、政治考核等环节，
最终选拔出政治可靠、思想
坚定、素质过硬的83名新
兵，其中，大学生占比72%。

甘洒热血献青春。83
名新兵从钱塘出发，正式
踏上军旅新征程，在部队
的“大熔炉”里学知识、炼
意志、长本领，切实履行好
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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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笑瑜

本报讯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
是冲刺。当下，我区各个重大项目
建设蹄疾步稳，产业发展火力全
开。在一片火热的干事创业氛围
中，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奋战一季度

“开门红”，为钱塘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去年，集团销售收入逆势增长
9.6%，纺织印染板块持续保持全区
同行业亩产税收第一。”谈及“开门
红”，区政协委员、明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盛集团”）副董
事长邵诚自豪地表示，“今年一季
度，公司继续保持去年的发展势头，

总体生产经营形势向好。”
明盛集团以化工起家，历经37

年发展，脚步却未止于此。在推动
化工、纺织印染板块转型升级之外，
公司积极向着纺织印染、高端装备、
无人航空等创新赛道开拓，其中，自
然离不开邵诚的努力：他牵头在浩
然纺织建立起国际领先的设备工艺
体系，并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成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先后创建明
盛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杭
州沛澜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至今已
申请多个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产品在推进欧洲、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适航申请。

“作为钱塘本土企业，一方面，我
们将立足传统产业，主动拥抱行业新
技术、新工艺，成就传统行业优势企
业，并积极推进浩然纺科股改等上市
相关工作；另一方面，积极紧跟新区发
展战略，在投资、研发上打造集团发展

新的增长极，助力钱塘打好经济翻身
仗。”对未来，邵诚充满期待。

而对区政协委员、乐象永续科
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
象”）创始人刘媛媛来说，一季度是
忙碌而快乐的：新年伊始，乐象便收
到了不少知名品牌抛来的橄榄枝，
良好的开端为今年企业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成立于2017年的乐象深耕生
物基染料多年，研制出走在全球前
列的绿色染料提取技术。在刘媛媛
看来，这就像是“为大自然色彩做分
子编辑”：通过循环的无污物系统，
从有机废物中提取天然染料，促进
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乐象既解决了传统植物染料色
彩暗沉、颜色少、色深度不够等问
题，在性能上可与化学染料相媲美，
又兼具植物染料的环保特质，并依
托自主研发的生态染料打造绿色循

环生态产业链，降低能耗、保护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9年，乐象在国际知名时尚
品牌开云集团举办的可持续创新大
奖中拔得头筹，打开了走向国际供
应链的大门。如今，乐象更是与欧
莱雅、传化等行业头部企业陆续达
成合作，客户遍布海内外。刘媛媛
表示，今年乐象将立足于长久以来
的技术积淀，进一步开拓纺织、彩妆
等行业市场，推动产品落地，让更多
的生活场景中都有乐象的色彩。

下个月，一场可持续新创想展
览将在上海举办，乐象也是其中一
员。“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我们将
计划不断推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为行业带去更
多的声音。”身为区政协委员，刘媛
媛还有着另一重愿景：“我们希望用
色彩描绘好钱塘故事，将钱塘色彩
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

展现政协担当 助力经济“开门红”

■首席记者 吴宇翔

本报讯 3月15日上午，下沙街
道各领域的重点企业代表，阔步走进
下沙街道2023年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大会的会场。这预示着下沙街道
将以国家级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
下简称“杭经开”）成立30周年为契
机，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下沙街道作
为杭经开“艰苦创业”的重要战场和
阵地，依托“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
推动了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比翼
齐飞，实现了企业与街道的共同成
长。与此同时，辖区内公建配套不断
丰富完善，居民幸福指数日益攀高，
完成了从“一年三坍江，满眼白茫茫”
的围垦滩涂，到“钱塘门户·新城客
厅”现代化城区的蜕变。

2022年，下沙街道全年完成规
上工业总产值75.98亿元，完成规上
工业增加值19.17亿元，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65.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53.3亿元，全年税收千万元以
上企业17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56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20
家，完成“小升规”企业125家……一
项项最新数据，显示了下沙经济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动力。

开年拼开局。今年年初，省委
“新春第一会”提出了数字经济创新
提质“一号发展工程”、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和“地瓜经
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等三
个“一号工程”，杭州也吹响了打赢
打好经济翻身仗的冲锋号。伴随
省、市“强音”，在国家级杭经开成立
30周年之际开启“二次创业”，下沙
街道势在必得。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为“全力拼经济”厚植政策沃

土，过去一年，下沙街道制定新一轮
产业扶持政策，兑现政策资金超
2600万元，为辖区企业发展蓄势添
能。开启“二次创业”，下沙街道将

“聚焦‘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建
设、商贸新消费’四大产业，强化精准
发力，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做精，
加快品质产业园建设，培育壮大税源
经济”，以真金白银和真招实策，激发
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优化辖区营商环
境、助推根部企业安心发展。

金杯银杯不如企业家的口碑。“我
们企业来到下沙二十多年，逐渐成长
为行业中的头部企业，也见证了下沙
从围垦地到大开发的发展过程。我深
刻感受到了下沙愈发优越的地理环
境、人文环境和强大的发展后劲，为我
们实业公司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活动上，浙江华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童志华等企业家代表畅谈企业
多年来发展历程，并以“钱塘门户·新
城客厅，我在下沙，我愿根植下沙共发

展”这共同的口号，表达了辖区企业
“扎根下沙再出发”的强烈意愿。

三十年来，根部企业长成“参天
大树”。与此同时，下沙的发展也离
不开“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

大会现场，下沙街道与金卡智
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文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康洲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等十大招商项目签约。
本次签约涵盖了城市建设、智能制
造、新消费、数字经济、文创园区、医
药园区等多个领域，这些创新带动
强、人才吸引多的产业项目落地生
根，也将为下沙产业强链延链补链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打响“二次创业”的第一枪。

此外，下沙街道还为辖区部分
优秀企业颁发了金沙功勋奖、金沙
头雁奖、金沙凤栖奖、金沙雏鹰奖、
金沙科创奖等重要奖项，并为街道

“1+8+N”招商顾问伙伴计划成员单
位代表下发聘书。

拼经济促发展 下沙吹响“二次创业”冲锋号

■记者 董笑瑜 通讯员 俞佳君

本报讯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正是一年好时节。3月17日至19
日，一场汇集“吃穿住行”全品类好
物、可“吃喝玩乐游购娱”的钱塘造
嗨购节，在下沙围垦文化公园与市
民共享春日好时光。

开年以来，我区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拼劲和干
劲，发挥好消费作为“三驾马车”的

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自3月起，全区联动开启

“潮享生活·春日嗨购”系列活动，
钱塘造嗨购节正是其中重要一
环。本次钱塘造嗨购节以汽车速
度、文旅非遗、文创文玩、乡村振
兴、美丽经济等多 IP联动方式，创
新开启多场景布置、多业态融合消
费场景，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
动。来自区内的优质企业以特装
展陈形式，在家门口为市民送上一

场特色大秀。现场还设置了区商
务局“钱塘HUI商”品牌打卡框，喜
欢拍照的朋友不容错过。

活动现场，还有钱塘智造、休闲
百货、新式潮玩、美食休闲、体育运
动、文玩鉴宝、百变丝巾、钱塘潮市、
盲盒抽奖、亲子DIY、游园打卡、奇妙
夜等充实内容，让市民更有体验感。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钱塘造嗨
购节的启动，区内各大综合体也推
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如龙湖吾角

天街的小黑泥巨型艺术装置展，大
江东宝龙广场的樱花美食节活动
等，进一步点燃春季消费热情。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区
商务局将以钱塘造嗨购节为契机，
努力挖掘我区消费市场潜力，全面
提振消费信心，推动消费结构升
级，发挥好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作
用，实现“促消费、扩内需、提信心”
的目标，全力以赴冲刺钱塘消费

“开门红”。

钱塘造嗨购节 邀你一起“吃喝玩乐游购娱”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经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报区委同意，于
2023年3月15日起开展一届区委第七轮
巡察，对义蓬街道、新湾街道、前进街道党
工委，及义蓬街道蜜蜂村、南沙村、义盛
村、杏花村，新湾街道三新村、共兴村、共
建村、新南村，前进街道临江村、前锋村、
三丰村、前新社区等12个村（社区）党组
织开展巡察。

一、巡察内容

区委三个巡察组将严格遵循巡察工
作基本原则，深化“政治巡察”，围绕“三个
聚焦”“一个落实”，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
任务，依法依规做好巡察工作。

聚焦中央和省市区委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情况。重点了解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贯彻、宣传和中央、省市区委决策
部署落实等情况；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等重大工作情况；
落实低保、残保等帮扶政策，拆迁安置等

民生实事情况。
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重点了解救灾
救助和补贴补助资金、物资使用情况；服
务群众生产生活，“三资”使用管理情况；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情况；推进解决民生事项和群众关心的
突出问题情况。

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重点了解党
组织领导作用发挥、议事决策机制执行、

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党内制度执行，
党内组织生活、党组织活动开展，党员队
伍管理及基层党组织换届等情况。

省委巡视反馈问题、审计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及区委领导督办督查工作落实
情况。

二、巡察方式
区委巡察组将通过听取被巡察单位

2018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对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与

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群众谈话、查阅文件
资料、列席有关会议、进行实地考察了解、
受理涉及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访
等方式开展巡察。

期间，全区各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公
开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如实反映情况和
问题。受理电话、接访的时间为驻点巡察
期间，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
30-16:30。巡察结束后，联系电话、电子
邮箱等信访渠道自动关闭。

一届区委第七轮巡察公告

组别
区委第一巡察组
区委第二巡察组
区委第三巡察组

被巡察单位
新湾街道党工委及所辖三新村、共兴村、共建村、新南村党组织
义蓬街道党工委及所辖蜜蜂村、南沙村、义盛村、杏花村党组织
前进街道党工委及所辖临江村、前锋村、三丰村、前新社区党组织

巡察时间
3月15日－5月18日
3月17日－5月22日
3月20日－5月23日

联系电话
18969070607
18969073309
18969073060

电子邮箱
qtxc18969070607@163.com

qtxcb2@163.com
qtxc18969073060@163.com

一届区委第七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记者 沈逸柔
通讯员 于晓文

本 报 讯 近日，区委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区审
计局联合印发了《杭州市
钱塘区审计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以 下 简 称

《规划》）。
《规划》共分发展形

势、总体要求、主要任务、
综合保障等四个部分，明
确了“十四五”期间钱塘区
审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
要目标，阐明了政策落实

跟踪审计、财政审计、国有
企业审计、公共投资审计、
民生审计、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审计、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等七大重点领
域的工作任务，从加强组
织领导、质效控制、队伍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
障措施。

下一步，区委审计委
员会办公室、区审计局
将加强《规划》宣传，严
格 贯 彻 落 实《规 划》要
求，确保钱塘审计工作
高质量推进。

我区印发审计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紧接第1版） 要更加自觉
地服务大局。紧扣创新深
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的
战略部署，紧扣实施三个

“一号工程”，紧扣打好经
济翻身仗、亚运攻坚仗，创
造性地做好监督、决定、代
表工作，打造具有辨识度、
显示度的工作品牌，推动
钱塘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走在前列。要更加自觉地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持
续深化代表对常委会、专

委会工作的参与，加强代
表工作能力建设，完善民主
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不断
扩大人大工作开放度。要
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严格执行向区委请
示报告制度，履行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打造让党放心、
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为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一流新
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的钱塘答卷提供有力有效
的法治保障。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紧接第1版） 要高质量服
务中心大局，聚焦产业新
城发展定位，锚定高质量
发展首要任务，找准履职
重点，扎实调查研究，精准
协商建言，助推高质量发
展。要高水平凝聚共识力
量，积极引导企业委员争

做钱塘发展的宣传员、招
商引资的牵线人，汇聚钱
塘高质量发展合力。要高
标准加强自身建设，积极
推进现代化履职能力建
设，不断提升政协委员和
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履职
本领。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