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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逸柔

本报讯 3月14日下午，2023杭州医药
港“走进名校·汇聚英才”招聘活动在浙江工
业大学（以下简称“浙工大”）莫干山校区举
办，钱塘区36家生物医药相关企业“摆摊”
招聘。

此次招聘活动贵在精准，“送岗入校”提
升了供需对接效率。莫干山校区是浙工大
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药学院、长三
角绿色制药协创新中心所在地。杭州医药
港是杭州市生物医药“一核四园多点”的唯
一核心区，作为浙江省“万亩千亿”新产业平
台，集聚生物医药企业1600余家，上市及重

点拟上市企业19家，杭州市“准独角兽”企
业27家。参与招聘的医药企业都提供了多
个岗位，涵盖研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国际
销售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区人社局、杭州医药港
多措并举为本次招聘会做好配套服务，召开
宣讲会全面介绍杭州医药港发展情况，解读
杭州人才政策、人才补助条例。为用人单位
和高校毕业生搭建更多供需桥梁，切实提升
访企拓岗专项行动实效，助力毕业生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这次来招聘的都是杭州医药港的企业，
和我的专业比较对口。”郭婷婷是浙工大生物
与医药专业研三学生，从甘肃来浙江学习已经

7年，她认为杭州是个宜居宜业、具有发展前
景的城市，毕业后她打算留杭发展，“我今天带
了20份简历过来，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3次参加线下招聘会，郭婷婷对企业岗位要
求、工作环境等有了更多了解，比起追求高薪，
她更看中毕业后工作中的学习机会。

“我们公司今天带来了高分子合成研发、
生物材料研发、嵌入式软件开发等6个研发
岗位。”杭州捷诺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
事经理段俊霞表示，莫干山校区的专业背景，
让企业对此次校招信心满满。

杭州医药港走进浙工大“摆摊求贤”

■首席记者 郝爽

在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的十字路
口，上市条件、审核程序、承销制度有什么具
体的变化？企业上市有什么最新注意事项
……近日，针对企业困扰，区财政局、杭州医
药港联合举办全面注册制时代背景下企业资
本市场培训，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赋
能增效。

今年2月17日，证监会正式实施全面股
票发行注册制。这一重大改革，标志着新一
轮资本市场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是支

持科技创新的关键举措。注册制下多元包容
的发行上市条件，契合科技创新企业的特点
和融资需求，一批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创
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有了上市机会，科技、资
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通过注册制改革
更加畅通。

活动现场，深圳证券交易所浙江基地负
责人施洋立足金融生态，深入解读了全面注
册制背景下的企业上市路径规划。上海证券
交易所浙江区域主任张择则基于业务视角，
阐释了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市审核关注点。系
统化、专业化的培训，让与会人员对全面注册

制改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科创生物加速营也于同日启动，为企

业开展后续培训。今年是钱塘区域性股权市
场——浙江生物医药板改革创新的关键之
年，该活动将围绕“股权、融资、规范、上市”四
大主题开展培训课程，打造“一政策、一平台、
一基金”服务品牌体系，整合地方政策资源和
组织力量构建政策引导、专业服务、基金助力
等机制提升生物医药板服务能力。同时发挥
生物医药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塔基作用，
培育中小微生物医药企业规范快速成长，为
钱塘企业上市积蓄更多力量。

钱塘开好企业上市前“重要一课”

■记者 沈逸柔 首席记者 郝爽
通讯员 韩雨珂

一横一纵，点阵交错，在经纬
交织之间，一段布料就被机器“织”
了出来。近日，在史陶比尔（杭州）
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史陶比尔（杭州）”）展厅参观时，
全新LX PRO提花机吸引了杭州
得力纺织有限公司、杭州维丽杰旅
行用品有限公司、杭州新天元织造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
的注意。

作为杭州首批引进的外企之
一，1997年史陶比尔（杭州）扎根
钱塘坚持创新驱动，20多年来销售
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成为国内高
端装备制造业的“隐形冠军”、全球
工业智能自动化领域的领先者。
2022年8月，史陶比尔（杭州）首次
将机器人事业部产线引入中国，标
志着其本地化进程又进一步。今
年，史陶比尔（杭州）引入的全新
LX PRO提花机产线，将在精密机
械制造领域开拓新市场。

1月中旬，区主要领导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
时，了解到企业新产品亟需和产业
上下游企业对接。作为产业平台，
大创小镇积极回应企业需求，仅用
20余天，便组织了这场高端装备与
智能制造业供需对接会。

“作为链主企业，此次对接会
我们见到了知名的上下游企业，为
我们的后续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性。”史陶比尔（杭州）负责人表
示。大创小镇对企业诉求的积极
反馈，让企业觉得很暖心。

据悉，自去年12月底“大走访
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开展
以来，大创小镇已走访企业 538
家，收集企业问题114个，处理答
复问题114个，答复率100%。“我
们鼓励区内上下游企业在产业链
上积极合作，打通产业链的‘内循
环’，后续将结合产业特点和市场
需求，举办采购洽谈会、产业投资
对接会等，让企业安心扎根钱
塘。”大创小镇管理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

打通“内循环”产业链条活起来

■记者 沈逸柔 通讯员 牛嘉运

说起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逸集团”），最为人称
道的就是公司“一滴油到两根丝”
的产业链发展之路。

这家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成的大
型民营企业，最初从纺织行业起家，
后来迅速转型进入化纤行业。紧扣
时代脉搏，21世纪初，恒逸集团再次
向产业链上游发展，随着宁波PTA
（对二甲苯酸）项目落地，正式进军石
化行业。2019年“一带一路”重点项
目——恒逸集团文莱大摩拉岛
（PMB）炼化项目正式投产，恒逸集
团借此布局炼油行业，一举成为炼
化一体化的石化企业。2021年恒逸
集团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榜
单，并在2022年蝉联。

在钱塘新区，恒逸集团控股包
括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逸高新材料”）在内的4
家新材料公司，形成了“涤纶+锦
纶”双产业链，竞争力与日俱增。

“我们主要产品有涤纶POY、
FOY、短纤和聚酯切片。”据恒逸高

新材料总经理助理邓年明介绍，公
司日产量 4500 吨，年工业产值
100亿元左右，带动当地约2000
人就业。作为新材料产业链龙头
企业，恒逸集团产量约占全国聚酯
纤维市场20%的份额，恒逸高新材
料下游合作企业遍布全球。

立足自身优势的同时打破传
统，布局新兴产业，是恒逸集团格局
不断升级的写照。针对客户需求及
行业发展趋势，恒逸高新材料自主
研发新产品，为新材料产业链创新、
开放增添新动力。2021年以来，恒
逸高新材料对涤纶短纤产品进行转
型升级。降低传统棉型短纤等产品
产能，生产更多可作为生产口罩、消
毒湿巾等原料的水刺产品。公司还
开发涡流纺纱技术，推出涡流纺用
短纤，提升产品后道客户的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目前，在恒逸高新
材料短纤产品中，传统规格短纤产
能仅占10%，水刺、涡流纺等新产
品占比达90%。凭借着成熟的开
发能力，恒逸集团深度参与客户产
品研发设计，在新材料产业链上扮
演着“顶梁柱”的角色。

恒逸集团：争当新材料产业链的“顶梁柱”

■首席记者 郝爽 通讯员 吴舒敏

近日，区财政局（金融办）会同
大创小镇管理办公室、区内银行机
构联合举办了银企对接会，旨在帮
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引入“金融
活水”，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区财政局（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钱塘新区
总体发展情况，并就银行贷款政
策对企业资金链的重要性进行了
解读。银行机构就各自职能职
责、特色产品、优惠政策等进行了
详细介绍，并针对人才企业的所
属领域、发展阶段和实际融资需
求，提出了相应的科技金融解决
方案。在自由讨论环节，企业和

金融机构针对贷款门槛、授信额
度、抵押担保等具体问题进行了
一对一、点对点的深入交流，活动
现场气氛热烈。

开年以来，为更好落实钱塘稳
岗促产“新十条”，区财政局（金融
办）持续开展了一系列银企对接会
活动。截至目前，已先后在临江高
科园、医药港、大创小镇等产业平
台举办了3场银企对接会，邀请了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上海银
行等19家金融机构代表，以及中
科伺尔沃电机、康霖生物、海昶生
物等来自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数
字经济等领域的20家企业代表参
加，累计帮助企业解决融资超50
亿元。

助企融资超50亿元
钱塘助力实体经济“开门红全年旺”

■首席记者 郝爽 通讯员 方燕

近日，全球首个白细胞介素-
6（IL-6）反式信号通路抑制剂-
Olamkicept（ 奥 拉 奇 西 普 或
TJ301）被验证可有效治疗中重度
溃疡性结肠炎，显著提高炎症性
肠病（IBD）患者的临床应答、临
床缓解和黏膜愈合等疗效指标，
且安全性良好。奥拉奇西普是目
前全球唯一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
选择性 IL-6 反式信号传导抑制
剂，由天境生物科技（杭州）有限
公司与国际知名药企Ferring共
同合作开发。此项临床研究结果
将为炎症性肠病带来新的治疗方
案，为奥拉奇西普在炎症性肠病
领域临床应用和进一步研究探索
奠定了重要基础。

IBD一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反复发作的胃肠道慢性
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
炎及克罗恩病。多发于青壮年，难
以治愈，致残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生

存质量，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
的负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
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多项实验结果表明，奥拉奇西
普600mg剂量组在中重度活动性
溃疡患者中呈现出良好的疗效数
据，可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内
镜下黏膜愈合率，同时亦改善了生
物学指标（C反应蛋白及粪钙卫蛋
白水平）。奥拉奇西普总体安全
性、耐受性良好，且未观察到严重
的感染、胃肠穿孔及中性粒细胞和
血小板下降。

天境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9年6月，在医药港自
建临床和商业化生产基地，一期研
发/商 业 化 生 产 基 地 配 备 6×
2000L的商业化/临床样品的原液
生产以及制剂生产能力，已于
2022年陆续投入生产运营，具备
进行GMP生产的能力。二期商业
化生产基地拟投资建设9×6000L
大规模原液和制剂车间，将于
2024年可以正式启用。

致力攻克肠胃疾病 天境生物（杭州）取得新突破

■记者 吴宇翔
通讯员 葛航菁 寿小萍 王泱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规划资源局钱塘
分局获悉，我区高创WORLD产业园和钱塘
科创中心两个工业综合体项目将于今年春季
开工，通过“工业上楼”模式，预计释放36万
平方米产业空间。

“‘工业上楼’就是在高层楼宇中进行工
业生产，在不改变工业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向

‘天空借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模
式极大提高了工业空间的利用效率，重点吸
引了一批高环保、低能耗的新型高端制造业
入驻，将进一步满足我区高端制造产业工业
生产、研发需求，打造产研一体化工业楼宇。

其中，高创WORLD产业园位于16号大
街以北，11号大街以东，用地面积约7.9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容积率3.0，
建筑高度80米，将提供产业空间22万平方
米，旨在引进培育标杆企业总部、智造研发及
孵化、青年人才众创，打造头部、瞪羚企业集
聚，筑巢引凤、区域标杆的产业综合体。造型
设计上，园区单体造型将突出工业建筑的“机
构感、体块感、高技感”，打造钱塘区工业新地
标。目前，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钱塘科创中心项目位于20号大街以南、
风帆路以东，用地面积3.5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18.8 万平方米，容积率 4.0，建筑高度
100米，将提供产业空间14万平方米。园区
主要涉及先进电子、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打
造智能科技创新生态、培育未来智能大脑、赋
能国家重大应用的成果，以及着力推动智能
技术跃升的成效，以高性能、高标准、高可用
的产品助力智能科技水平的提升。项目建筑

采用现代工业风格，通过富有变化的形体组
合，现代材料和构造，打造富有活力的产业园
综合地标，预计将于4月底开建。

近年来，我区以“工业上楼”为突破口，在
下沙片区探索开展工业综合体项目建设，有
效缓解了当前经济发展与用地紧张之间的矛
盾。目前，元创公园、元宇宙产业园等工业综
合体已相继建设完成。

其中，元创公园为新加坡科技园三期项
目，总建筑面积23.4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规
划竣工验收。“此前建成投用的一期、二期项
目，体量近30万平方米，入驻率已超90%。
项目已汇聚了搜狗研究院、奥克兰大学中国
创新研究院、百草味、花西子、壹网壹创等一
大批国内外创新企业和科研院所，集聚各类
人才约1.6万人，产业赋能效果显著。”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向“天空借地”钱塘工业“向上”发展

我区两个“工业上楼”项目今春开工

■记者 王梦旦 通讯员 钱海飞

自年初以来，华电江东公司干部员工以

“开篇即冲刺 开局即决战”的拼劲，全身心投
入“保安、稳电、增能”工作，实现2023年的强
势开局。

新年伊始，寒潮随之而来，防寒防冻成为
电力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月份有两波零摄氏
度以下的寒潮，我们必须切实保障电机平稳
运行。”华电江东公司干部员工迅速以“清零”
心态投入安全生产工作。一方面做细防寒防
冻方案，充分考虑极寒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各
种情况，不打“无准备之仗”；另一方面做实防
寒防冻措施，避免出现突发状况，平稳度过寒
潮来袭。

面对寒冷天气的挑战，华电江东1月份
共完成启停31次，成功率达100%。共完成
发电量1.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8%，超市
场占比5.9个百分点；利用小时为128.5个小
时，居省内前列。

对外，华电江东持续精准施策，紧密
对接电网气网，积极争取有利外部条件。
结合钱塘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责任为

中心推动企地协同发展。负责人说：“对
内，我司将统筹做好人员安排和设备维
保，全力保障双机‘火力全开’，并及时响
应调度 3 次临时紧急开机需求。”围绕重
点工作持续发力，以实的作风、实的举措
和实的成效，稳扎稳打，增强企业可持续
发展竞争力。

“春节前后受用电负荷和工业热负荷下
降影响，机组运行的边界条件是相对较差
的。”华电江东通过综合研判气量供应、电网
负荷、供热负荷曲线、机组能耗特性等内外部
因素，科学合理安排机组运行方式，争取最大
化运行效益。

无论是内部经济增长责任，还是外部社
会责任，都要求企业有实干担当的“铁肩膀”，
攻坚克难的“硬脊梁”。面对不利的外部环
境，华电江东秉承能源央企“综合能源服务”
思维，对内也持续深化实践能效管理，深挖节
能降耗潜力，实现降本增效，全月营收同比增
长102%！

华电江东：春寒中拼出火热“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