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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罗依莲

“年纪大了，以前上楼很吃力，
现在提着菜乘着电梯就到家了，生
活方便多了。”住在河庄街道钱民花
苑小区的李奶奶已经72岁，是一名
独居老人，出行不便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她。现在小区加装了电梯，这
让她心里乐开了花。

钱民花苑小区是河庄街道的老
旧安置小区，老年人口占居民总数

近半，跟李奶奶一样，在加梯之前
“望楼兴叹”的不在少数。

为适应老龄化社区需求，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近年来，河庄街道率
先对钱民花苑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升
级，坚决实行电梯加装“综合改一
次”，打通居民出行的“最后一米”。

“以后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必须
要加装电梯，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
不能只看眼前。”胡华珍是这里的住
户，也是所在单元楼的楼道长。在
加装电梯项目开始前，为增强居民
们对于加装电梯的信心，她挨家挨
户向邻居们解释政策并带头签字。
同时，河庄街道协同社区居委会和
物业主动上门听取大家的诉求，努
力打消居民顾虑，树立改造信心。

针对普遍存在的费用问题，街道也
给出了周全方案——因加装电梯对
每层住户的惠及度不同，一层住户
有部分补贴，三层以上住户按比例
收取费用。结合各项补贴后，一台
成本约60万元的电梯，一幢楼的居
民只用出资4万元。

“电梯开通后产生的电费怎么
办？”“电梯维修运营工作谁来负
责 ？”“ 电 梯 通 风 降 温 怎 么 保
障？”……面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胡
华珍又主动当起了电梯的质量“监
督员”，积极收集、反馈居民意见，只
为让大家用上“放心梯”。“大家为这
项工程付出了很多心血，结果我们
都很满意。”胡华珍笑着说。

如今钱民花苑老旧小区旧貌变

新颜，老年人不再“走走停停”爬楼
梯，乘坐轮椅也能无障碍通行，“阶
梯拦路虎”已成为钱民花苑小区的

“过去式”。随着45个单元楼的加
装电梯全部开通运行，小区在全区
率先实现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全
覆盖。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钱民花
苑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将作为我
区加装电梯工作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此模式将在全区范围内推广。我们
将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落到实处，做好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
梯这件‘关键小事’，把钱塘区打造成
为品质生活新样板，让更多的老百姓
享受到‘电梯时代’带来的获得感、幸
福感。”区加梯办负责人说。

幸福电梯“加装记”

■首席记者 吴宇翔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区委书
记金承涛开展“三服务”走访调研
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决策
部署，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千方百
计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推
动经济稳进提质。区领导徐进、包
莹莹参加。

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作为集
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于
一体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工厂，是目

前吉利最先进的整车制造工厂之
一。在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金
承涛参观“ICON”“几何E”等吉利
汽车新车型，座谈听取企业生产经
营、产品创新研发情况。金承涛对
企业始终坚持创新驱动，自主研发
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形势欣欣
向荣表示肯定。他说，当前钱塘区
已经进入“区政合一”发展新时期，
着力打造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
群，拥有良好的产业集群优势和地
理区位优势。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沟通交流，推动钱塘与吉利汽车协
作进入新阶段，着眼当前加强销售
牵引，做好产能挖潜，为我区经济稳

进提质多作贡献；着眼长远做好储
备车型布局，让更多新车型在钱塘
下线。同时，围绕智能制造、零配
件、新能源等领域继续深化拓展合
作，推动钱塘与吉利集团合作进入
新阶段。钱塘将持续加强沟通联
系，精准对接服务，全力以赴保障企
业健康运行发展。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是长安福特在华东地区的
中高端乘用车制造基地，是杭州市
迄今引进的最大单体工业项目之
一和第一个世界级整车项目，也是
杭州市首批鲲鹏企业。在长安福
特汽车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金承

涛实地察看企业新车型设计开发
情况及相关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
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
金承涛对企业一直以来为钱塘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勉励企业进一步坚定发展
信心，自我加压、主动发力，依据经
济大势和市场形势科学谋划发展
策略，坚持“销售为王”，不断提升
明星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以销
售带动产品生产的超前性、系统性
布局，积极寻求发展机遇，推动企
业行稳致远。钱塘将一如既往主
动高效为企业发展纾难解困，助力
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金承涛在开展“三服务”走访调研企业活动时强调

全力以赴服务企业发展
持续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记者 郝爽

本报讯 8月2日，德琪生物研
发及产业化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杭
州医药港举行。

德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德琪医药”，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
6996.HK）于 2020 年在香港上市，

是一家以研发为驱动，并已进入商
业化阶段的生物制药领先企业，致
力于为亚太乃至全球患者提供最领
先的疗法，治疗肿瘤及其他危及生
命的疾病。该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
在大中华区以外的亚太市场具有商
业化能力的药企，也是国内领先具
有海外研发能力的创新药企。

德琪生物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坐落
于杭州医药港核心区位，计划总投资
额达15亿元，占地68亩，建筑总面积
11万平方米，按照GMP标准设计建

造，主体工程包含2栋综合车间、1栋
中试车间、1栋研发办公楼等。该基地
预计2025年竣工并投入使用，将全力
打造国际一流、工艺领先的多功能生
物“科研＋生产”产业一体化平台。

“我们将充分把握住钱塘区高质
量发展的历史机遇，计划在基地配备
最资深的国际化团队、最先进的研发
设备和生产车间，期待通过杭州医药
港内相关企业的技术支持与服务的
紧密连接、协作，在这片生命健康产
业资源加速聚集的沃土上成长得枝

繁叶茂。”德琪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梅建明博士表示。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牛鼻
子”“强引擎”。钱塘区以重大项目
为“硬抓手”，以营商环境为“软抓
手”，全力稳住经济大盘。今年1-7
月，全区实现26个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开工，总投资约243亿元。接下
来，钱塘区将强化要素保障，持续做
优营商环境，及时协调解决存在困
难，以拼抢姿态推动钱塘区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

总投资额达15亿元 又一重磅项目落户钱塘

■记者 董笑瑜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市
委十三届二次全体（扩大）
会议精神。区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金志强主持并讲
话。陈金泉、卢小强及沈建
平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
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抓好
落实。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
共同精神家园。要加强民族
和宗教政策宣传，广泛凝聚
共识，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
顺，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作出贡献。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
职典礼上的讲话精神，深刻
领悟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
义。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
用，积极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思想共
识，广泛凝心聚力，为促进杭
港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
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一项重大任务，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坚决扛起政协把党委决
策部署贯彻下去、把各方面
智慧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
责任。要广泛凝聚共识，发
挥政协最广泛统一战线组
织优势，为“两个先行”画出
最大同心圆。要服务中心
大局，紧紧围绕市委锚定打
造的10项标志性成果开展
精准履职，切实当好“奋进
新时代、建设新天堂”的宣
传者参与者推动者。要聚
焦协商主业，完善“三位一
体”和“协商驿站”建设，打
造“组织+平台+活动”的
协商议事矩阵，推进政协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要加强自身建设，
切实强化政协委员和机关
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以
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
胜利召开。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区政
协“协商议事红色联盟”建设
工作推进会方案。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首席记者 吴宇翔

7月30日上午10点，钱塘快速路（23号大街
至义蓬中路段）正式通车，钱塘百姓期待已久的
钱塘过江隧道开通试运行，这让家住河庄街道三
联村的袁先生开心不已。

“早些年，从家里到厂子要绕远路，走下沙大
桥，来回一趟就要三四个小时。”袁先生自2000
年就在下沙工作，虽然工厂就在江边，与三联村

“隔江相望”，但他每个月只能回家一两趟。随着
2008年江东大桥通车，他亲眼见证了从过江数
个小时到十几分钟的巨变，也加入了“过江一族”
队伍，在工作日往返两片区通勤。

如今过江隧道开通，袁先生驱车过江的时间更
是被“压缩”到了4分钟——

随着江东大桥、地铁8号线、江东大道快速
路、钱塘过江隧道次第投用，曾经如同棋盘上

“楚河汉界”般横亘于下沙与大江东之间的钱塘
江，俨然成了沟通东西两片区发展的纽带。

日新月异，方显峥嵘。站在共同富裕的窗口
期回望来时路，自诞生以来，钱塘就始终抱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以交通项目建设、城市有
机更新等工作为抓手，做优城市提质扩容更新文
章，以更加清晰的发展轴线，展现其高能级战略
平台的政治担当。

进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这样的
目标和决心愈发彰显。今年以来，钱塘聚焦三生
融合发展需求，科学擘画“一带两城”，集中力量
拉开了生态海岸带和东部湾新城、江海之城的建
设新篇。

根据《浙江省生态海岸带建设方案》，浙江将
率先建设一条约1800公里长的“生态海岸带”。
其中，钱塘区生态海岸带示范段是全省首批4个
先行段之一，也是首批中唯一的都市段，将打造
滨海都市型的海岸带。

“两城”则是钱塘以生态海岸带示范段为纽
带，以城市有机更新工作为抓手，围绕“产城人生科文”深度
融合，在下沙片区打造东部湾新城；以产业高端化、要素高能
化、城市品质化、人文特色化、场景低碳化“五化共促”为路
径，在江东片区构建江海之城，以期成为未来“杭州门户、新
区标志”。

登高望远，“一带两城”建设目标远大，同时事事关乎钱塘
百姓“家门口的变化”。

“建得太漂亮了！”吃完晚饭，家住24号大街附近的孙女
士带着女儿，来到对外开放不久的钱塘轮滑中心散步。这座
亚运场馆拥有国内首个双曲面轮滑赛道，与周边轮滑公园相
辅相成，不仅是东部湾新城的重要文化地标，也是居民们休闲
运动的好去处。

再站在江东片区“第一高楼”——智慧谷上俯瞰江海之
城，这里的变化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2019年，我刚来到大
江东的时候，别说地铁了，吃饭购物的地方都很难找到。”在如
今的江东片区工作3年有余，住在东沙湖社区的产业工人小
徐开心地说，“现在天街、宝龙开起来了，出门就坐地铁7、8号
线，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普通市民、产业工人的所感所想，正是钱塘的所牵所挂。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个牵动着城市

发展脉搏和百姓心之所向的项目，正加速着钱塘向“产城融
合”新城的蜕变。随着城市配套和环境不断提升，钱塘人的愈
战愈勇定将结出纷繁硕果，乘着时代的春风，以“共富示范”之
名浮现其瞩目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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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项目是我
区2022年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今年计划完成回
迁安置1453户，开工回
迁安置小区2个；开工公
租房33.3万平方米，人才
房10万平方米；筹建共
有产权房1000套;筹集保
障性租赁住房1.66万套，
圆广大居民一个安居梦。

图为河庄街道云上
学府，目前已完成安置分
房抽号，将于8月6日交
房。

记者 方波 摄

安居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