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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新区供电公司一周停电计划
3月11日 9:00-17:30停10kV五南0967A线杆2713开关至

2707开关：钱塘新区天福生物科技公司；13:30-14:15停10kV宏波
A301线至前宏站前段：宏新村、前峰村、创建村、宏波村、城东和平
桥、江东投资（临）、宇翔房产、钱江通道（二）、江东市政（六）、泽欣纺织
厂、中铁十七局、精铭金属、燕锋玻璃一带

3月12日 9:00-16:30停头蓬街道9#变低压总：头蓬老街一带
3月13日 9:00-17:30停10kV春风A302线69#杆开关：南沙

村春风一带；9:00-14:30停 10kV钱印0509线 59#杆高压开关、
10kV钱印0509线60#杆高压开关：闸北村、新围小学一带

3月14日 8:00-8:45停10kV宏波A301线至前宏站前段：宏
新村、前峰村、创建村、宏波村、城东和平桥、江东投资（临）、宇翔房
产、、钱江通道（二）、江东市政（六）、泽欣纺织厂、中铁十七局、精铭金
属、燕锋玻璃一带

温馨提示：为更方便更快捷的提供用电抢修服务，各电力用户可
拨打24小时故障报修电话：

低压用户请拨：
义蓬片51225373/18868400003，
新湾片51225382/18868400007，
河庄片51225358/13456800003，
高压用户请拨：18958080872/82951000
下沙片用户请拨 ：18958089070

浙江康飞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员5名，研发工程师3名，销售经理10
名，市场推广10名，外贸业务员/跟单10名
联系方式：13915603129
单位地址：江干区呈瑞街265号（医药港小镇）
电子邮箱：jianrong.ye@canwell.com.cn

杭州宏图锦纶有限公司
成品仓管员2名
联系方式：82985258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江东园区江东四路5528
号
电子邮箱：356921437@qq.com

杭州百迈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1名；销售专员2名；市场专员1名
联系方式：13588180646
单位地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高新区纬五
路3688号科创园2幢
电子邮箱：fengqw@kbmlifesci.com

杭州拓尔微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工100名（女工）
联系方式：13616503231；0571-82911086
单位地址：杭州钱塘新区河庄街道同一村长五
线与塘新线交叉口乐河桥北

电子邮箱：2058268814@qq.com

杭州维丽杰旅行用品有限公司
缝纫车工2名；外贸业务助理1名；网店客服1
名；淘宝运营1名
联系方式：13588149458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6号大995号
电子邮箱：hr001@verage.com.cn

杭州拓尔微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工100名
联系方式：13616503231/0571-82911086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河庄街道同一村长五线与
塘新线交叉口乐河桥北
电子邮箱：2058268814@qq.com

浙江东方百富袜业制造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招聘专员1名；产品设计师2名；天
猫客服1名；项目申报专员1名；业务助理5
名；品质检验员5名；仓库账务员2名；挡车工5
名；定型工5名；配袜工5名；包装工5名
联系方式：13537684953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0号大街（东）300-11号
电子邮箱：hr04@orientbefit.com

中肽生化有限公司

合成技术员岗6名；纯化技术员岗6名；市场主
管1名；QA工程师（验证）1名；注册专员1名；
质量研发技术员 2名；实验室助理1名（高中）；
色谱分析员2名；医学检验技术员1名
联系方式：057186737290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2号大街69号
电子邮箱：mabel.chen@chinesepeptide.com

盛康橡胶（杭州）有限公司
计划员1名；人事专员1名；车间成型工5名；
车间炼胶工2名；车间包装工2名
联系方式：15858189087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2号大街出口加工区A
区10号
电子邮箱：Summer.Li@shercon.com.cn

杭州联盛量具制造有限公司
普通操作工20名；冲床铣床工10名；质检员2
名；包装组装工10名
联系方式：13588144532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22号大街5号
电子邮箱：lstangjq@163.com

杭州巨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车间作业员50名；QC 2名；质检员2名；
SQE 2名

联系方式：13588144532
单位地址：杭州钱塘新区22号大街5号
电子邮箱：lstangjq@163.com

杭州泰贺塑化有限公司
技术担当2名；人事专员1名；三坐标检测员1
名；技术文员（日语二级以上）1名
联系方式：18626896366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8号大街860号
电子邮箱：464550410@qq.com

浙江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沙发包制工200名；缝纫工200名；普工100
名；排版工10名；木架组装工10名；底漆打磨
工10名
联系方式：18758582957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1号大街113号
电子邮箱：857672254@qq.com

浙江顾家梅林家居有限公司（江东工厂）
缝纫工100名；包制工（扪皮）50名；钉架工20
名；包装工10名；下料木工5名；质检员5名；
生产计划专员3名；计划物控专员2名；IE工程
师5名；仓管员2名；综合管理员10名；厨师5
名；厨工10名；宿管员2名；保安5名
联系方式：15825701496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大江东前进工业园三丰路
189号
电子邮箱：1404264198@qq.com

浙江三花汽配零部件有限公司
操作工50名
联系方式：15906606850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2号大街289号
电子邮箱：56653305@qq.com

浙江五丰冷食有限公司
操作工35名
联系方式：15906606850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14号大街368号
电子邮箱：56653305@qq.com

杭州玫隆食品有限公司
操作工40名
联系方式：15906606850
单位地址：钱塘新区3号大街201号
电子邮箱：56653305@qq.com

钱塘新区企业招聘信息
（来源：钱塘新区就业管理处 2020年3月8日）

更多招聘信息
扫描左侧二维码了解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新
湾二幼组织开展“逆行者”关爱行
动，对街道内战“疫”在一线的“女
志愿者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通讯员 王飞摄

■见习记者 郑梦蝶通讯员 赵丹洋

本报讯“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非常特
殊，既是第110个妇女节，也是特殊时期的
一个特殊节日。”新区妇工委的工作人员
说。近日，为表彰树立战疫抗疫典型，提高
广大妇女安全防护意识，同时避免人员聚
集，新区妇工委发起“我们的云节日”妇女
节系列活动。

3月7日下午，系列活动第一课——
“她守护”云课堂通过钉钉群直播的方式开
讲。杭州市大江东医院护理部主任兼妇委
会主任丁国美、健康教育办主管医师潘东
霞，为新区250余名各村社区妇联主席、女
工干部、妇女群众带来了一场线上疫情防
控知识讲座和在线答疑。

据悉，“我们的云节日”系列活动已于
2月末持续开展，活动分四个部分进行：致

敬“她力量”，表彰和宣传抗疫集体和个人；
展现“她风采”，征集原创诗歌和摄影作品；
记录“她故事”，开展“我的抗疫故事”空中
电波；开设“她守护”云课堂，举办线上讲
座。

除此以外，妇工委还以走访、视频、电
话、慰问信等形式，慰问奋战在防疫一线的
基层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为她们送上

“娘家人”的祝福。

新区妇工委开展“云上”妇女节系列活动

致敬最美的“她”

■记者 冯玥 通讯员 赵云青

日前，河庄街道制定《关于支持工业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的若干政策》，亮出“暖心三招”
全力支持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切实减轻新
冠肺炎疫情对工业企业生产的影响，帮助和
支持工业企业渡过难关。

着力创新支持 鼓励“机器换人”

疫情之下，许多制造业企业面临用工难
题，另一方面，街道将之视为激发企业“机器
换人”和进行智能化改造的一大契机。

为加快解决疫情影响下企业招工难、员
工返岗难等问题，河庄街道紧扣企业生产信
心的提振与恢复，鼓励工业企业采用“机器换
人”来抢时间、提产能，进一步化“危”为“机”，
创造条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从传统产业向
智能化改造。

于2020年 1月 1日至2020年 12月 31
日期间因技术改造新购置生产性设备的企
业，街道将给予设备购置款（不含税）3%的补
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补助金额不得超过
当年街道财政所得）。

强化政策扶持 助力复工达产

据悉，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经济稳定
增长，河庄街道加大财税政策扶持企业的力
度，支持重点区域、重点企业率先复工复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生产中的用电、用水、
用气成本。

对于街道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1
至6月份工业总产值累计数与税收贡献累计数
均较去年同期增长的企业，街道将给予3至6
月水费、电费、天然气费（不含税）10%的补助。
补助金额不得超过3至6月街道财政所得。

此外，对于1至6月份税收贡献累计数较

去年同期增长的2020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街道将给予3至6月水费、电费、天然气费（不
含税）10%的补助。补助金额不得超过3-6
月街道财政所得。

加强精准纾困 提供防疫保障

针对企业复工后口罩消耗量大，市面上
口罩依旧紧缺的情况，街道加强防疫物资统
筹，紧盯企业现实困难精准纾困，在企业防疫
物资上给予帮助，缓解企业疫情防控上的压
力，使之将更多精力放在产能恢复上，加快实
现满产超产。

对2019年税收贡献300万元（含）以上
的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街道发放给每
个企业300个口罩；对2019年税收贡献300
万元以下的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放
给每个企业100个口罩；对2020年规模以下
工业企业，将酌情发放口罩“大礼包”。

河庄街道“暖心三招”为企“撑腰”

本报讯 3月5日，新区应急管
理局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1月召开的全国应急管理工作大会
以及省“两会”精神，研究部署钱塘
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企业复
工复产等工作，总结了新区应急管
理局2019年度主要工作与成绩，
表彰了局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并针对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
2020年重点工作。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许昌参会。

会议充分肯定2019年新区应
急管理局所取得的成绩，激励大家
要充分吸取前一年的经验，扬帆起
航、砥砺前行，继续开拓进取。

会议强调，新区成立以来，党
工委、管委会一直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在安全生产上投入了众多

人力、财力。机构改革后，应急管
理工作加入了应急救援、减灾防灾
等职能，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财产安全联系更加紧密，进而要求
应急管理局广大工作人员需提高
认识站位，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应急
管理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强化
担当尽职，全面开启新区应急管理
工作新征程；提升大局意识，学习
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
识等五大意识，铸造新时代应急管
理“铁军”队伍。新的一年，希望新
区应急管理人能齐心协力、同心同
德，以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加优良
的作风、更加热忱的服务投入工
作，为新区的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苗露 王飞青）

本报讯 3月6日，省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建武带队
来新区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调
研，了解新区工业旅游发展现状。
李国梅、何铨寿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
万事利丝绸工业园、杭州娃哈哈下
沙工业园和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工业旅游发
展情况汇报，了解企业打造工业旅
游的特色亮点，并召开座谈会，现
场为九阳授牌省级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

杨建武指出，工业旅游是旅游
新业态，前景广阔，意义重大；新区发
展工业旅游有基础，有条件，也有必

要。他要求，新区相关部门及企业
要树龙头、带好头，走出去、请进来，
做业态、铸文化，广宣传、扩影响，强
指导、多合作，全力以赴将新区打造
成为工业旅游集聚区、示范区。

李国梅对调研组一行的来访
表示感激。她指出，新区发展工业
旅游得到了省市部门的关心，也拥
有高校专家的支持。新区范围内
工业企业众多，企业家积极性高，
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因此，新区
有决心和信心做好工业旅游。接
下来，并希望省市部门多支持，多
指示，多帮助，同向发力，共同根据
新区特色做出工业旅游品牌。

（郁佳炜 夏舒慧 沈依洁）

■通讯员 沈佳男见习记者 孙霁文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到许可证了，我原
本都已经做好再推迟施工的打算了。”杭州道
贤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道贤）的
负责人表示，“上午在线提交了准备好的申请
材料，下午就收到了通知，效率高的很！”2月
28号，道贤顺利取得了疫情期间新区发出首
张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施工许可证。

疫情期间，新区行政审批局全面简化审
批流程，启动告知承诺制，服务企业复工复
产。按照告知承诺制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企
业仅需提交符合有关法律、强制性标准要求
和保障安全质量的书面承诺，即可办理开工

前的有关审批事项。
为了排除材料递交、文本传阅带来的交差

感染风险，施工许可证审批实行全流程在线审
批。所有申请资料全部通过审批系统上传，审
批人员在线审批并给出批复，实现全流程审批

“无纸化”。同时，将施工图事前审查改为事后
审查，一般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通过系统上传施
工图后可先用于施工，大大提升审批效率。

同时，行政审批局成立专门的服务队伍，
派专员对新区企业进行一对一联系对接、排
查，第一时间了解企业情况、复工需求，通过
电话、微信等方式提前向企业提供各类咨询
指导服务，不断践行服务“零距离”的宗旨。

“在准备材料的过程当中，有专门的审批人员

给我建议，遇到有疑惑或不懂的地方，也能很
快地帮我解决。”道贤负责人表示。此次推出
的“VIP”专人服务，由固定的审批人员负责
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及时了解企业对审批
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变企业“寻医求药”为审
批人员“主动服务”、变“面对面交流”为“线上
沟通”，确保项目审批前期有指导、办理节点
有提醒、项目全程可追踪。

为帮助更多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产，行
政审批局还充分发挥了“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优势，第一时间启动了“零距离”“不见
面”“无纸化”“马上办”的投资审批新模式，努
力争当企业复工复产的“护航人”，秀出新区
审批加速度。

新区疫情期间发出首张承诺制施工许可证 新区应急管理局召开工作会议

省文化和旅游厅代表团来新区调研

本报讯 近日，义蓬科创园13
家企业慷慨捐赠物资和资金，以义
蓬科创园的名义向义蓬街道捐赠
资金76828元用于一线抗疫。

当晚，各企业负责人立刻在群
内接龙捐赠意向，大家你一笔，我
一笔，踊跃响应，不一会儿，捐款数
字就突破7万。“义蓬科创园作为
义蓬街道的重点培育的产业园区，
汇聚了一批有担当有理想的年青
企业家，他们都很有爱心有社会责
任感。”此次捐款发起人周月利告

诉记者，“当看到整个街道工作人
员日夜为疫情而战时，他们都非常
迫切想尽点力，盼望这点小小的心
意能用到抗疫前线。”

此次捐赠活动，义蓬科创园
的企业为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
齐心参与到抗疫中来，提升了企
业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义
蓬科创园不仅成为科技上的孵化
平台，更成为奉献的平台、公益活
动的平台。

（吴伟丽 陆少波）

义蓬科创园企业接力捐款战“疫”

鲜花礼赞抗疫“巾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