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金沙
湖环湖景观道
路、栈道及相关
景观修葺一新，
金沙湖钱塘江引
水工程也正式完
工，顺利注水，预计将
在下个月对外开放。作为
杭州东部的城市之眼，金
沙湖将以全新的美丽容
颜，展现在人们面前。

通讯员 杨甬杭
记者 童志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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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雄飞，男，1977 年 11 月生，浙江绍
兴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下沙派出所
所长、一级警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领导
职务。

杜海涛，男，1982 年 11 月生，山西临

汾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杭州市公
安局钱塘区分局闻潮派出所所长、一级警
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领导职务。

潘亮亮，男，1983年2月生，浙江兰溪
人，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杭州
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河庄派出所所长、一

级警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领导职务。
李 涵，男，1982 年 5 月生，浙江杭

州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
任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义蓬派出
所所长、一级警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
领导职务。

吴 炳，男，1984年7月生，浙江杭州
人，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杭州市
公安局钱塘区分局新湾派出所所长、一级
警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领导职务。

刘 鑫，男，1982年1月生，辽宁兴城
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杭州市公

安局钱塘区分局临江派出所所长、一级警
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领导职务。

方 韬，男，1984年4月生，浙江杭州
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杭州市公安
局钱塘区分局前进派出所所长、一级警
长，拟任街道区管副职领导职务。

杭州市钱塘区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经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区管领导职务的沈雄飞等7名同志予

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

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
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2.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2022年4月16日起到2022年4月22日止，共5个工作日。
4.受理联系单位：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地址：杭州市钱塘区青六北路499号 邮编：311222
举报电话：0571-82987119

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组织部
2022年4月15日

2022年是钱塘区争创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时代样板的关键之年。产
融办作为钱塘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现
代化基本单元的探路先锋，将扛起使命担
当，砥砺前行，领航江海之城共富路。

坚持党建引领，锚定共富“航道”。以
党建引领江海之城开发建设为核心理念，
以党建引领江海之城成为钱塘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为品牌目
标，以“守正、团结、奋进、争先”为主线，开展
改进作风、增进团结、提升技能、强化宣传、

服务社会的具体行动方案，打造好五大子
主题“红帆”，切实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使“红帆”
党建品牌真正出特色、出亮点、出成效。

贯彻新发展理念，擎画共富“蓝图”。加
强顶层设计，做好24.5平方公里的规划和项
目建设。坚持“TOD+POD”为先导，公共服
务先行，以市民服务、品质教育、医疗设施、
社区服务、公共休闲空间为引领，形成“一
脉、双核、三轴、多片区”的开发格局。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筑牢共富“基

石”。以领导小组月例会、办公室双周例
会、专题研究会议等项目协调推进机制，纾
解“痛点”、打通“堵点”、补齐“断点”，强势
推进江海之城项目建设。

先行先试首个片区开发，开启共富“引
擎”。完成首个片区开发方案，开展社会资
本招引，加快打造具有全区影响、群众有
感、可示范推广的片区开发标志性成果，带
动区域共建共融，率先为钱塘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路作示范引领。

(祝全清 韩丹丹 吴宇翔）

钱塘产城融合核心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滕泽军

产融办打造“红帆”党建品牌 领航江海之城共富路

本报讯 日前，杭州星普科创
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塘区政
协委员蔡锦营为母校中国计量大
学设立“火炬志愿基金”捐赠仪式
在中国计量大学举行。

仪式上，蔡锦营向母校捐赠30
万元，用于设立“火炬志愿服务基
金”。“火炬志愿服务基金”秉持“乐
善之本，传递光明”理念，以“传播
社会正能量，践行志愿服务活动，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为宗旨，招募
与培养更多素质优良的亚运志愿
者，为杭州志愿服务事业的进步做
出应有贡献。

蔡锦营作为钱塘区新生代企业
家、区政协委员，也在以实际行动争
做亚运精神薪火相传的传递者，争
当亚运力量澎湃汇聚的推动者，争
做亚运文明风采绽放的践行者。他
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契机与母校深
化产教融合，让更多学子树立美好
信念，成为品学兼优的人才；推动更
多大学生和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
为推进母校、钱塘区，乃至整个杭州

志愿者服务工作添砖加瓦，为服务
亚运贡献“星普力量”。

据介绍，杭州星普科创园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为
产业园、科创园、众创空间提供产业
规划及招商运营，目前合作运营园
区5个，直营众创空间1个，委托规
划和管理顾问的园区有9个，并在
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设置了海外服
务中心，聚集了30多个来自英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海归创业
者及海外创业者。该公司旗下的星
普乐士国际众创空间在2020年被
评为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

今年，杭州星普科创园将结合
自身国家级备案空间的优势，不断
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为更多高层
次人才提供引才纳智、资源对接整
合服务，为更多企业提供创业辅
导、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投融资
等一系列孵化扶持，在钱塘创新强
区打造独特品牌，与钱塘菁英携手
向前，共赢发展。

(郝爽 冯云昊)

区政协委员捐赠设立
“火炬志愿服务基金”助力亚运

■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王艳艳 白安娜

当前，高速卡口成为“外防输入”的重要
关口和关键环节，承担着重要的防控责任。
为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各高速卡口疫情防控
要求，同时做好货车司机相关保障工作，连
日来，我区多举措并举，全面筑牢疫情防控
屏障同时，让货运司机暖心又安心。

“您好，请您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
测报告。”在高速路卡口，我区严格按照“应查
尽查”的工作标准，对中高风险地区等入钱塘
车辆及人员落实“验双码、核酸检验”等检查
工作。在下沙东防疫检查站，不仅科学设置
了检查站点功能区，还专属绘制了《下沙东卡
口防控区和警戒线平面图》。在下沙南防疫
检查站，专门建立了绿色通道工作机制，制定
《下沙南出口重点企业货运车辆绿色通道工
作指引（试运行）》，建立重点企业微信群，在

群内沟通传达防疫、通行政策，预安排重点企
业货运车辆进出检查站准备工作。

做好“快”字优先，细化流程是关键。为
进一步做好支持外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保障
工作，区交通运输局制定《通行证管理细则》，
绘制《通行证办理流程图》和《往返上海车辆
进区管控流程图》，明确通行证申领主体、申
领要求、申领材料、申办流程，以及持证车辆
卡口管控、进区后管控、驻留点管控等要求。
截至目前，累计办理《入杭重点通道车辆通行
证》50余本。同时，将《离杭高速通行证》办
理点从高速口转移到街道，简化办证流程，缓
解高速卡口拥堵，方便企业办证，已累计办理
《离杭高速通行证》90余本。

此外，区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协调，在
文津北路货车停车场、景芳汽车检测站停车
场、通宇路货车停车场、梅林大道北端等设
置货车防疫服务站或中转站，站内设置车辆

停放区、办公区、休息区等功能区，配置帐
篷、卫生间及高杆灯等硬件设施。同时，加
强下沙高速服务区管控，建立下沙高速服务
区服务保障和管理机制，建立工作专班，明
确员工管控和现场管控要求，细化应急处置
流程，加强物资储备，进一步降低输入风险。

当前，受疫情影响，货车司机在保障
各类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的同时，也面临着
许多风险、挑战和困难。近日，杭州出台
了关心关爱货车司机十条举措，我区积极
保障货车司机基本物资需求，及时整合资
源，配足卡口矿泉水、热水、热餐、水果等
物资，随时保障司机必要的生活需要。同
时，打通货车司机免费核酸检测途径，根
据货车司机运行规律和作业习惯，在7个
街道设置14个免费核酸采样点，利用短信
平台，定时发送提醒短信，司机凭借短信
通知免费检测。

加强科学管控 奉上钱塘温度

我区积极保障货车司机安全有序通行

本报讯 日前，我区顺利完成
11个“迎亚运”道路整治项目的招
投标工作，本次项目集中开标用时
24天，既跑出了高效实效的“钱塘
速度”，也为保障亚运期间区内通
勤顺畅奠定了坚实基础。

“亚运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为保障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区住建局和区行政审批局提前介
入、主动对接，为亚运项目开设

‘绿色通道’，并实现监管审批与
平台发布的无缝对接。”项目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破解项目集中进
场、交易场地有限等难题，区住建
局和区行政审批局多次召开碰头
会，定岗定责、细化流程，制定项
目发布方案和开评标现场管理方
案。针对系统故障、专家缺席、人
员黄码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制定应急预案、设立AB岗、提前
准备防疫物资，做到开评标与防
疫兼顾。同时，两局在项目开标
前三天，组织招标代理与软件公

司进行开评标演练，确保开评标
各环节万无一失。

据悉，这批整治项目主要包括
道路整体面层铣刨重铺、道路局部
基础加固处理、雨水口的新建及修
复等内容，涉及之江东路、德胜东
路、海达南路等多条道路，预计于5
月底前完工。在亚运会期间，这些
道路都将承担起重要的通勤任务。

此外，本次集中招标还采用了
全流程电子标。“云端”便捷的投标
模式使得每个标段都充分竞争，共
吸引了1122家企业在线投标。

“本次集中开标从项目预公示
到完成招标仅用时24天，这也是
法定时限的最短天数。”项目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两局的通力合作
下，此次开标实现了钱塘区成立以
来建设项目招投标全流程多标项
用时最短、集中开标保障最强的目
标，也为钱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了宝贵经验。
（吴宇翔 董笑瑜 郑都 袁舒婕）

11个“迎亚运”道路整治项目完成招投标
钱塘跑出亚运“加速度”

本报讯 隆隆礼炮声，科技启
新元。4月16日，海昶生物核酸创
新药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杭州医
药港隆重举行。

海昶生物核酸创新药生产基
地项目投资约6.7亿元，拟建设总
建筑面积72509平方米，重点布局
核酸创新药管线的研发、生产，一
期规划建成满足中美欧等多国标
准 的 cGMP 生 产 基 地 ，年 产
mRNA疫苗4亿剂。本次项目将
于202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长期以来，由于产品特性、生
产工艺等原因，mRNA疫苗产业化
存在多方面的挑战，比如，新冠病
毒变异速度快，核酸递送系统、基
因修饰等技术在落地时会涉及知
识产权风险，疫苗的可及性等。海
昶生物拥有全球知识产权的自主
递送技术平台QTsome™-精准解
决了mRNA疫苗递送痛点。“就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具有生产周
期短、研发成本低、标准化生产等
多种优点的mRNA疫苗，可能成
为未来疫情的‘终极解决方案’。”
海昶生物总裁赵孝斌博士表示。
在随后召开的核酸创新合作圆桌
讨论会上，海昶生物也与相关专家
学者，就中国mRNA产业发展机
遇与挑战、肿瘤新生抗原mRNA
疫苗研究现状、细胞与基因治疗技
术等话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同日，海昶生物核酸创新研究
院（核研院，NAMIC）也在和达药
谷举办了入驻剪彩仪式。核研院
将专注于核酸创新药的开发，充分
发挥QTsome™的核心递送系统技
术优势，强化上游核酸药物的创
新、开发、和临床转化，力争打造国
际一流的核酸药物开发平台。核
研院成立后，海昶生物中美双核三
中心的研发布局也基本确定，对其
加强“创新靶点的核酸药物R&D”
和“脂质递送技术平台开发和产业
化”双核心建设，加速全球创新技
术的转化，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杭州医药港内聚集了
14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默沙东、
雅培、强生等全球十大医药企业也
已有7家落户，明峰医疗、卓健科技
等17家企业入选准独角兽榜单，
奥泰生物等上市及重点拟上市企
业达19家。2021年，生物医药企
业实现营收450亿元，完成签约落
地亿元以上项目35个（10 亿元以
上项目11个），总投资232.6亿元，
已成为钱塘乃至杭州生物医药产
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医
药港已有3个生物医药项目开工，

“大好高”项目和“小而美”项目齐
头并进、不断落地，为我区生物医
药产业持续集聚发展动能。

（余梦梅 方燕 蒋琳）

核酸科技迎新纪元
海昶生物核酸创新药生产基地开工

■记者 徐红燕

每天早上6点，杭州钱塘公交公司“求知
专线”的司机师傅们便来到站房，做好相关消
毒清洁工作，迎接学生和家长们的到来……
目前，我区已新开通定制文瀚学校、金沙湖
实验学校、晨晖幼儿园、养正小学、临江小
学、云帆小学在内的多条“求知专线”，一条
条专属定制的“求知专线”，铺就一条便利的
钱塘学子求学路。

聚焦群众出行这件“关键小事”，是推进
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包括“求知专线”在内
的定制公交服务已然成为一大亮点举措。
设区一年来，面向群众新期盼，解决群众忧
心事，我区大力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在
解决群众出行、改善居住品质、夯实社会保
障、优化创业就业环境等方面均取得了亮眼
的成绩，让幸福感在群众的生活中“看得见、
摸得着、用得上”。

优化盘活交通资源，让民生福祉“路路
通”。“附近公交站公交车辆少，从江东片区前
往下沙片区，等一趟公交要花费很长时间。”
张女士无奈地说。此前，江东片区多条公交
路线的起止点在萧山区，跨度大，运营时间
长，公交车辆间隔时间久，给百姓出行造成极
大不便。我区积极推动公交一体化，针对性
地进行公交线路的优化与整合，给老百姓带
去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一年，还陆续开通
地铁接驳专线，积极推行定制公交服务，新增
地铁出入口非机动车停放点，新增公共停车
泊位……城市交通环境不断优化，群众出行
更加便捷。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让民生福祉更安
心。走进金隅农贸市场，智慧化的综合自助
一体机为消费者和商户提供多种办事服务，
不断更新跳动的数据大屏也让市场情况一
目了然。为了让群众的“菜篮子”拎出幸福
感，我区积极推动“五化市场”创建，如今，区
内农贸市场焕然一新。设区一年来，除“五
化市场”创建外，钱塘还积极培育放心消费
单位、无理由退货单位，创建放心工厂、放心

消费商圈等，加快“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扩
面，打造数字化智慧监管模式，守护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提升生活居住品质，让民生福祉更贴

心。为进一步提升居家养老水平、建设宜居新
区，我区积极推进电梯加装工作，解决“上下两
难”的问题。去年，随着钱民花苑小区45个单
元楼45台加装电梯全部开通运行，河庄街道
实现了全区首个既有住宅小区加装电梯全覆
盖，让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向前迈进一大步。
设区一年来，居民的生活质量飞速提升，一批
批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一个个在家门口建
起的“口袋公园”风景宜人，还有逐渐新增的智
慧化、多元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带给老年人
群体更贴心的体验。

民生福祉温度，是群众获得感、幸福度持
续提升的底气。设区一年来，我区坚持统筹均
衡，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
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一条条
路，一项项举措，一个个公园……让群众生活
更有了幸福味，让民生福祉更有了烟火味。

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民众幸福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