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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妇联组织开展 2021年美丽

庭院示范村检查验收工作。据了解，今年我

区计划创建美丽庭院示范村 31个，打造

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的美丽庭院景观带 31

条。18个镇（街道）前期经过自主申报、示

范带动、专家指导，群策群力、因地制宜，打

造了一大批让人眼前一亮的节点小品，扎

实推进了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程婷 摄

“美丽庭院”
提升村居颜值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位于青山湖科技城陈市线

北侧、大康路西侧的信创动力科技产业

园，一期主体建筑中的研发、行政楼正在

进行外墙装饰，其中较早开工建设的生

产厂房进入了试生产。作为 2020 年

“152”省市县长工程项目、我区重点实

施项目，总投资 20亿元的信创动力工

业产业项目开工早、推进快，预计明年即

有四至五亿元产值，将对推动我区产业

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信创动力生产厂房的层高达到 12

米，面积 37000余平方米。黑灰色的外

立面，加上设计感十足的外形，远看更像

展厅，而不是厂房。走进里面，多条产品

线正在有序运行，这里正在生产的是曳

引机、电梯的核心零部件。据产业园基建

负责人寿鸿鹄介绍，这里是一期项目厂

房，预计明年四五月正式投产后，年产值

可达四至五亿元。二期建成后，生产厂房

总面积将达到 9万多平方米，未来三到

五年，可形成年产电梯、扶梯 2万件，永

磁同步曳引机 20万台、机械动力装置

及零部件 10万件、电气控制系统及零

部件 10万件的生产能力。

记者了解到，投资建设该产业园的

浙江信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虽然注册

时间只有两年零两个月，但有着深厚的

行业背景。以城西科创大走廊为轴心的

产业带上，目前有西奥电梯、奥的斯电

梯、西子电梯等知名企业，信创动力的出

现对于完善和延长产业链有着深远意

义。寿鸿鹄告诉记者，一期项目包括研发

楼，其核心目的就是强化核心零部件的

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也要在其他领域如

新能源产业进行拓展。

大项目引领大投资，大投资推动大

发展。今年以来，青山湖科技城以“152”

项目为代表的一批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

目有序推进，尤其是 9月底“百日攻坚大

会战”全面打响之后，管委会、科投集团、

青山湖街道全员上下，从项目开竣工到

要素保障推进，从重点产业项目投资到

重大产品创新，不断攻坚突破，在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中展现科技城

担当。

信创动力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投用试生产
预计明年产值可达四至五亿元

见习记者 朱俏英

本报讯 新洋科技高端环保新材料

研发和生产产业园建设项目位于我区玲

珑街道东山村，是 2020年杭州市重点

投资项目，主要用于杭州新洋科技有限

公司新建厂房。目前，该项目一期完成总

工程量的 90%，预计明年四五月份投入

生产，为企业向环保型、高端化转型增添

动力。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所有主楼均

已结顶，其中 4号厂房已经建设完成，

工人们正在对 2号、3号厂房外墙进行

装饰、内墙粉刷，大楼前面挖掘机正在进

行作业，一辆辆工程车驶入驶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据了解，新洋科技高端环保新材料

研发和生产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2亿

9000 万元，总用地面积 67.72 亩，其

中一期新建 2、3、4 号厂房，二期新

建 1号厂房，尚未开工。项目负责人金

良忠介绍，目前一期项目进展顺利，主

体结构春节前能够如期完工。“接下来

的话就是室外的雨污管网、道路、绿

化。”

该项目主要用作杭州南洋装饰纸有

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杭州新洋科技有限公

司的厂房，公司产品以印刷装饰纸、浸

渍纸、环保 PP 膜等高端装饰纸为主，

广泛用于家具、地板、墙纸等行业。杭

州新洋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项目完工以后将引入一系列设备和生产

线，预计在明年四五月份逐步投入生

产，装饰纸计划投入 20条生产线，形

成年产 16000 吨的产能，浸渍纸达到

年产一亿张的产能。与此同时，借助新

建厂房的契机，企业还将在产品质量上

下功夫，“我们将融入自己研发的环保

科技，和以前相比，产品将更高端，让

企业实现质的飞跃。”夏禹说。

新洋科技高端环保新材料研发和生产产业园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为企业向环保型高端化转型增添动力

记者 方远明

本报讯 今年，临安龙游两地是省定

结对区县。为进一步扩展两地山海协作

内容，11月 30日下午，衢州市龙游县委

常委、副县长王开锋带队前来我区对接

山海协作文旅项目工作，签订两地山海

协作文旅项目合作协议。区政协副主席

裘小民参加。

在座谈会上，双方共同观看了两地文

旅宣传片，就两地旅游资源、景区创建、美

景美食、合作前景等方面开展推介交流。

裘小民对龙游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她说，临安作为底蕴深厚的人文

之城、环境优美的品质之城、潜力无限的

创新之城，和龙游有着相似的文旅背景。

自两地山海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双方不

断巩固山海协作结对关系，在学习交流、

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今后，

两地将在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

广泛参与下，不断推动临安与龙游在文

旅项目上的深度合作，开创“山海一家

亲”的共富新局面。

王开锋表示，龙游作为拥有万年历

史的古城新县，拥有龙游石窟、红木小

镇、花海竹海等多种国家级文旅资源，希

望两地能借鉴双方特长，在旅游线路推

介、客源互送、业务培训、人才交流等文

旅合作中进一步亲密协作，共同推动两

地旅游事业发展。

会后，双方文旅部门共同签订了《临

安龙游文旅项目合作协议》。

临安龙游两地签订山海协作文旅项目合作协议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板桥镇

上田村的居仁水库，这里已经别有一番

“洞天”。不仅增设了园林景观、游步道，

坝顶还有花箱点缀，是附近居民休闲散

步的不错选择。

居仁水库综合整治项目是今年的民

生实事项目之一，整治内容包括有针对

性地对溢洪道、大坝、防水设施进行加固

提升。为改善库区生态环境，苕溪流域管

理所充分发挥水利工程与山水景观、美

丽乡村相融合的优势，打造“一镇一库一

景”。在对其除险加固的基础上，增加休

闲娱乐、乡村旅游等设施，打造水库风景

区。

今年，苕溪流域管理所玲珑片区总

共有 21座山塘水库列入民生实事。其

中，居仁水库、烂田坞山塘、畈龙水库

纳入了“一镇一库一景”建设范围，已

于 11月底全部完成建设。

民生实事项目事关群众的切身利

益，今年以来，区水利水电局紧紧围绕

民生工程年度建设任务目标，精心组

织，多措并举，全力作为。截至目前，

2021年的 107项水利民生实事工程项

目已经全面完成。

据了解，今年水利民生实事工程项

目总共 107 项，涉及 7 大类，主要包

括水库、山塘、池塘整治、中小河流域

治理、新（改）建水文测站、美丽河湖

和水美乡镇创建等内容，总投资 1.5亿

元。

为推进民生实事建设，区水利水电

局发挥流域所主抓，镇村主体，监理施

工主责三方面作用，制定年度目标、任

务、计划，将工作任务逐一分解落实，

建立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做好协调、服

务、监督工作。同时，建立项目推进通

报机制。实行“一月一通报”，即每月

15 日，根据统计、上报及实地核查，

对各项目的推进情况、时间节点、工程

质量等方面进行通报和排名，激发镇村

业主争先创优的主观能动性。

精心组织 多措并举 全力作为
区水利水电局提前完成年度民生实事水利工程项目

杨泽伟同志因工作变动，向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辞去杭州市临安区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的报告。根据地方组

织法第二十七条有关规定，会议决定：接受杨泽伟同志辞

去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职务，报杭州市临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杨泽伟同志辞去杭州市临安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职务的决定
（2021年 12月 1日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杨泽伟同志为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杭州市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名单

杨国正同志因工作变动，向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辞去杭州市临安区人民

政府区长的报告。根据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七条有关规定，

会议决定：接受杨国正同志辞去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

区长职务，报杭州市临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杨国正同志辞去杭州市
临安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决定
（2021年 12月 1日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十五次会议决定：杨泽伟副区长代理杭州市临安区人

民政府区长。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杨泽伟同志代理杭州市临安区

人民政府区长的决定
（2021年 12月 1日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楼宇）1 日下午，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55次会

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琳波、

陈伟民、童彩亮、胡廖明、周杰及委员

共 27人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王翔，区人民法院代院长夏强、区

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李军，区人大办

及各工委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杨泽伟

同志提交的关于请求辞去杭州市临

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职务的报告，作出了关于

接受杨泽伟同志辞去杭州市临安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职务的决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区人民

政府提请的人事任职议案，决定任

命杨泽伟同志为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杨国正

同志提交的关于请求辞去杭州市临安

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报告，作出了

关于接受杨国正同志辞去杭州市临安

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决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提请的人事任职议案，

决定杨泽伟副区长代理杭州市临安区

人民政府区长。

区
十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5

5

次
会
议
决
定

杨
泽
伟
代
理
杭
州
市
临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区
长

（2021年 12月 1日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

兰岭社区“天目暖蜂”驿站、小哥驿站为城市中忙碌的

外卖、快递小哥提供缝补衣服、测量血压、交通安全宣讲等

服务。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暖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