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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林

本报讯 昨日上午，原省委常

委、杭州市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

理事会理事长王国平，应邀出席天

目大讲坛，作“打造新型城镇化

2.0”专题报告。

临安撤市设区已经获批，推进

新型城市化迎来了全新阶段。王国

平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大致会在

2030 年左右完成，目前已经进入最

后阶段。如何抓住最后的城市化快

速推进期，实现弯道超越是临安面

临的重要课题。

他认为，临安在撤市设区后，

要找准比较优势，打造竞争优势，

构筑产业优势。要跳出临安看临

安，在全省、杭州湾都市区、长三角

城市群中找准定位。要全面、准确、

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八八”战略，谋

划临安的发展战略，打造好“大湾

区”创新之源、“大花园”点睛之笔、

“大都市区”品质之城。

王国平指出，临安的新型城市

化决不能盲目铺摊子，再搞 1.0 的

模式，要深入研究产业，研究人才

引进，坚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

市发展方式转变双轮驱动，并以城

市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坚持不懈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以政府做城市、做环境，带动市

场做产业、做企业。

“新型城市化 2.0 要坚持一个

主体形态，即城市群，实现大中城

市与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

协同发展。临安要以融入主城区为

导向，找准位置，做好高铁文章，加

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加快建

设杭州西部新城区。”王国平说。

在王国平看来，新型城市化要

坚持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有

机统一，以大疏大密、产城融合、城

乡统筹等理念，找到三大效益的最

大公约数。要推进“四化”同步，并

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农

业现代化，青山湖科技城要打造智

慧城市样板，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物联网等面向未来的产

业。要统筹空间规划、经济发展规

划、土地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环

保规划，实现多规融合。要突出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

度投入、高效能管理、高水平经

营、高层次研究，推进规划、建

设、保护、管理、经营、研究六

位一体。

王国平还强调，临安要推进

环境立市，在全域景区化的过程

中首先实现城区和青山湖科技城

的景区化，以美化为目标，做到

洁化、绿化、序化、亮化。更为

重要的是做优城市发展环境，完

善市政、交通等基础配套，优化

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配套，

做好城市公园、绿地等环境配套。

同时，要强化城市现代化治理，

树立系统思维、源头治理、法治

理念，让人民共治共享。

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的显著

区别在于楼宇经济与工厂经济的

差别。王国平说，临安推进新型

城市化 2.0 要大力发展楼宇经济，

重视楼宇招商。

最后，王国平表示，要切实

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以破解办

事难为突破口，解决就业难、就

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民生问

题，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

王国平天目大讲坛作专题报告

纵论临安撤市设区后如何打造新型城镇化 2.0

记者 高红波

本报讯 为服务建筑业、房地

产企业，推动项目攻坚，打造城建

铁军，市规划建设局开展“百名党

员服务百家企业”专项行动，规定

100 名党员每人结对一个企业。

活动至 12 月底结束，市规划

建设局全局 100 名党员，每人结对

一个企业，实施专人结对，帮助企

业解决一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突出困难和问题。结对中将开展新

一轮走访企业行动，掌握企业在经

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能当场解

决的当场答复解决，不能当场答复

解决的经统一梳理后交办或逐级

提交协调解决。在走访企业过程

中，将重点关注企业的土地、房产、

审批等遗留问题，及时梳理上报。

同时还将全面宣传一批减负政策，

进一步提高惠企政策的知晓率和

覆盖面，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规划建

设局结合局工作职能分工，由 5 位

局领导分别带队，成立 5 个专班，

分门别类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

难点、热点问题，分别服务招拍挂

项目、规划设计项目、房地产市

场监管、建筑业市场监管、燃气

市场监管规划审批五大类工作，

重点突破施工许可、产权办证等

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难题，推进项

目开工建设，早日竣工，形成示

范带动。

前几日，市规划建设局召开

了 6 个地块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并对企业提

出的问题现场一一解答。该局还

为招拍挂项目提供政策咨询、规

划服务、审批服务等协调工作，

在企业在项目招拍挂或项目审批、

工程建设等实际工作推进过程中，

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为确保专项服务取得实效，

在专项服务小组的基础上，该局

建立“点对点”负责机制，将专

项服务组分成 6 个小组，每个小

组牵头负责一个项目，并制定了

点对点联系通讯录，建立微信群，

以扎实服务换取企业认可。

市规划建设局开展“双百”服务专项行动
100名党员每人结对一个企业

记者 章昕 通讯员 陈恬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人力社

保局获悉，杭州聚力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田永驰成功入选第

十三批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

期项目，成为我市自主培养的第二

位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田永驰早年赴日本国立京都大

学留学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长期

从事科技创新实践，先后任职于美

国海军实验室、萨尔诺夫公司、美国

莱凯材料公司、陶氏化学公司，曾参

与领导美国能源部、美国商务部、陶

氏化学公司等多个专项拨款项目，

获得美国专利 30 余项。2015 年 11
月，他毅然选择回国，与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程寒松教授在青山湖科

技城合作创办杭州聚力氢能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型氢能储能与

供能一体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节

能材料（节能玻璃、晶硅制绒剂）研

发与生产。核心团队除了他本人和

程寒松外，还包括 1 名杭州市“521
计划”人才，研发团队共有博士 7
人、硕士 7 人，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

技术攻关能力。

据了解，国家“千人计划”为中

央组织部设立的围绕国家发展战略

目标的人才项目，旨在引进并支持

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

业。随着本次成功入选，田永驰可获

得国家财政拨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以

及省、杭州市给予的相应配套奖励

共计 300 万元，另外，青山湖科技城

也将一次性给予杭州聚力氢能科技

有限公司 100 万元，其中，田永驰可

获得不低于 50%的直接奖励。

我市再添一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杜漾丹

本报讯 日前，杭州可靠护理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知（北京）认

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成为全市首家通过《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
2013 国家标准认定的企业。该企业

贯标成功，标志着我市知识产权贯标

认证通过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是国

家标准委出台的规范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的指导性标准，涵盖企业科技

研发、生产、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知

识产权战略布局、维权保护等方面。

达到标准的企业，国家认证机构给

予认证。目前，我市还有杭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

有限公司、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恒信电气有限公司、杭州天恒

机械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正在开

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

作。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对于全面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

平、防范知识产权风险和提升市场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老

年人护理快消品的科研、制造和贸

易。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

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现拥有专

利 133 件，正在申请专利 74 件。

我市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实现零的突破
可靠护理成首家通过认证企业

位于锦北街道环城北路的马

溪科技孵化基地袁是一个集研发尧
生产尧 办公于一体的中小企业创
业基地袁自 2009年 5月竣工投用

以来袁已整整 8年遥 目前袁该基地

入驻企业 50多家袁安排就业岗位

1000多个遥
记者 金凯华 摄

双百攻坚服务大行动
全力助推产业现代化

本报讯渊记者 王建辉冤昨日下午，市长骆安全主持

召开市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研究撤市设区后道路更

名、印章铭牌更换和证照变更等工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临安部分道路更

名工作的通知》（送审稿）、《关于临安市行政区划调整

印章铭牌制作更换的通知》（送审稿）、《临安撤市设区

后证照变更有关事项的公告》（送审稿）。

撤市设区后，根据《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杭州

市地名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因与杭州市主城区道路

重名、辖区内镇街之间重名、命名不规范等原因，我市

共有 45 条道路需更名。同时，根据撤市设区有关要求，

所有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等的印章

铭牌需更换、证照需变更。据悉，相关通知和公告经修

改完善确定后将向社会公布。

会议指出，道路更名、印章铭牌更换、证照变更涉

及面广，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程序严密操

作，确保科学合理；要按照工作分工、时间节点认真落

实，有章有法地确保工作高质高效完成；要加大宣传，

广为告知，营造良好氛围，赢得群众理解支持。

常务会议前，还举行了市政府“三学三研”第一次

主题学习会。市政府举办该学习会，旨在不断提高政府

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三学三研”主题学习主要内

容是学法律法规，学政策业务，学经验做法；研究现状、

摸清实情底数，研究重点、把握工作关键，研究举措、落

实职责任务。此次学习会邀请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

授罗文燕，以“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政府”为主题，

阐释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副市长俞琳波、丁干、王翔、庞保平、沈建、楼秀华、

高吉亚，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参加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伟民、市政协副主席周玉祥应邀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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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最喜爱

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暨“勇立潮

头建新功，喜迎党的十九大 ”微党

课演讲比赛在市委党校举行。市领

导李赛文、俞伟、杨富强出席活动，

来自各机关部门及机关党建分管

领导、联络员、党员代表等 400 余

人认真聆听了演讲。

此次演讲比赛由市纪委、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直机关工

委联合组织，旨在通过微党课，引

导党员干部人人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人人参加党课教

育，从而激发党员干部围绕核心、

讲政治守纪律、优化作风、勇于担

当的“精气神”，激励他们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迎接党

的十九大谱写临安发展新篇章。

活动自启动以来，共有 65 个

机关部门、6 个镇（街道）推荐上报

课案 178 篇。经过市级评委书面初

评、预赛选拔，产生优秀课案 37
篇，其中前 12 篇入围演讲比赛总

决赛。

参赛选手们以迎接党的十九

大，服务中心大局为主题，围绕最

喜欢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结合自

身实际，结合党员干部思想行动作

风，从不同角度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的核心要义。他们或慷慨激

昂、或婉转低回的演讲赢得在场评

委与观众的热烈掌声。从中传递出

的正能量展示了机关党员干部在

服务中心，推进美丽幸福新临安建

设过程中的担当与作为，也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思

想理论氛围。

经过激烈角逐，《读好三本书，

做好“妇”二代》、《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勇立潮头再出发，教书育

人话担当》三个作品荣获一等奖。

演绎先进事迹 共话责任担当

我市举行微党课演讲比赛

通讯员 李留东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防指办、

基层防汛防台体系考核组来临安，

开展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市级考核。

考核组随机抽取了於潜镇、太

阳镇、湍口镇及杨洪村、后渚村、上

太阳村、太源村、迎丰村等镇村作为

抽查考核对象，通过查阅台账资料、

实地察看、面谈询问及基层防汛防

台体系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抽查等方

式，对照考核验收标准逐项进行考

核评定。

考核组肯定了我市基层防汛

防台体系建设工作，要求将工作

中一些好的做法、经验宣传出去，

加以推广，并一致同意我市基层

防汛防台体系规范化建设通过考

核验收。

下一步，市防指办将继续深化

完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结合

村级防汛防台形势图工作要求，坚

持长效管理，切实提升基层防汛防

台能力。

我市基层防汛防台体系通过杭州市级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