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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袁夜里阴有小到

中雨袁高山区有雨夹雪或雪袁偏北风 4 到 5
级袁 气温 8到 10度袁 空气质量指数 40 到
50曰明天阴有小雨袁部分山区有雨夹雪或雪袁
偏北风 4到 5级袁气温 3到 5度遥

临 安 发 布 今日临安客户端

驱车沿科技大道到青山湖科

技城，转到相府路，很快就到了杭

叉集团。如果更早一点到的话，就

能看到十几辆大巴浩浩荡荡载着

工人进厂而造成拥堵的场景。这天

下午，由区经信局、区交警大队、科

技城科产局等部门组成的服务企

业小分队，专门对此进行“会诊”，

拿出方案，以尽快解决杭叉门口高

峰时交通拥堵的问题。

走进厂区，在门架生产车间，

但见一排排机器人熟练地焊接，整

个车间看不到几个工人。门架焊接

这道工序，每条线往年至少需要 10
个工人完成，采用智能制造技术

后，只需要 1-2 个人。

杭叉集团党委副书记王阜西

拿给记者的一本宣传册页封面上，

赫然印着“让搬运更轻松”六个大

字。“这是我们杭叉的口号，我们的

目标是做全世界最好的叉车企

业。”王阜西告诉记者，企业的带头

人很重要，正因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礼敏有着超强的创新意识，企业

一直能够走在行业前沿。

杭叉集团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专业叉车研发制造集团之一，去年

在全球同行业排第九。杭叉下属 71
个控股子公司、7 个参股公司，共有

员工 3300 余人。2009 年整体搬迁

至临安科技城，2011 年杭叉引入巨

星控股战略合作伙伴，2016 年杭叉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AGV 是自动导引搬运车的英

文缩写。今年以来，杭叉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AGV 表现尤为抢眼，它

采用瑞典 NDC 控制系统的高位三

向 AGV 填补了国内空白。8 月份，

在中国智能物流技术装备大会上，

杭叉凭借业内首创的窄巷道高举

升 AGV 获得“金智奖”。该设备可

在 1.9 米宽的巷道内完成三向旋

转，进行 9.5 米高度货物的自动出

入库作业。它彻底颠覆了传统高位

货架的作业模式。

9 月 5 日，在第二届“中国工业

车辆创新奖”CITIA(整车类)评审会

上，杭叉高性能蓄电池平衡重式叉

车以最高分荣获“中国工业车辆创

新奖”国产品牌组唯一一个金奖。

11 月 8 日，杭叉集团有限公

司 获 得 了 物 流 品 牌 网 颁 发 的

“2018 年中国物流知名品牌叉车”

奖项。这是杭叉集团研发的全国

首个窄巷道三向 AGV 项目，基于

AGV 智能物流整体系统解决方案

来实现工厂的无人化操作，在智

能物流解决方案方面具有里程碑

式意义。

创新之外，杭叉的另一个法宝

是：心无旁骛，做企业擅长的事。

“改制成功后，杭叉心无旁骛，始终

坚持做自己擅长的事。”杭叉集团

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陈赛民表

示，正是杭叉几十年在叉车行业的

执着与坚守，才成就了杭叉如今的

百亿产值。

即使在房地产最热闹的几年，

杭叉也不为所动，致力于叉车以及

相关领域的深耕。其中，叉车新能

源电池的开发应用以及物联网应

用方案的提供是两大看点。

上个月 6 日，杭叉集团在亚洲

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会上

发布了两项新产品———XC 系列新

能源叉车和杭叉-C 系列锂电池。

XC 系列新能源叉车采用专用架

构，突破传统电动叉车设计方法，

集内燃叉车和电动叉车优势于一

体，在性能、防水等级、视野、人机

工程等方面远优于传统铅酸电池

改装的锂电池车型。

更智慧的工厂、更智能的产

品、更轻松的搬运，如今的杭叉正

在朝着下一个更高的目标迈进：到

2022 年，销售产值将达到 200 亿

元，进入世界物料搬运企业前三

强。 记者 高红波

百亿杭叉：让搬运更轻松

到 10月底为止袁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8 亿元袁同比增长 24.1%袁实现销售产值
99.8亿元袁同比增长 24.7%遥 杭叉因此成为我区历史上首家年产值超百亿企业遥 落户我区不到十年袁杭叉从 30 亿元
的规模飞跃发展到百亿集团袁那么袁它到底有什么秘诀钥 请看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要要要

天目山是文化名山，集儒释道

等文化于一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

登临驻足、赋诗作画的宝地，留有

丰富而璀璨的文化遗产。天目山

拥有原生林，植被景观独特，物

种丰富，是“物种基因库”，古往

今来就是植物学、生态学等自然

学科专家学者的必履之地。由于

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潜力无穷的

科研价值，1956 年被林业部列为

“天然森林禁伐区”。1986 年，国

务院批准天目山为首批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同年，经浙江省人民政

府批准，设立管理局，专门负责管

理和保护天目山。

在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关心

下，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

近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摸着石头

过了河后，在改革开放的机遇中开

拓创新、全力发展，己成为“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典范，并形成了“自

然、禅机、包容、进取、奉献”的天目

山生态文化核心理念，得到世人的

肯定和赞誉。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在探索中求发展，在改革中求

新生，事业上得到长足发展，蒸蒸

日上；建设中得以“脱胎换骨”，焕

然一新；理论上得出一些成功经

验，发挥了示范作用。已完成国家

林业局批准的三期基础设施建设，

2006 年被列入“全国示范保护区”；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自建立管理机

构以来，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使天目山的保护工作不断得到进

步，被授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示范基地”；经过探索与尝试，2004
年引进民营资本，改革天目山旅游

体制，在管理局统一领导下，有序、

合法、理性利用资源，从而使天目

山自然保护区进入了一个全新发

展的历史阶段。1996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吸纳为国际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成员，2001 年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建立“创作基地”，2003 年被国

家旅游局授予“4A 级风景区”。

新中国成立后，科普教育有

序展开。自 1986 年起，天目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置科普

教育机构，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创建了自然博物馆，已接待大专

院校及科研单位 105 个，25 所大

专院校挂牌“天目山教学实习基

地”，有 50 余个国家的专家考察

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科研

工作者及国内外专家已完成科研

项目 43 项，其中获各级科技成果

奖 26 个，发表科研论文 333 篇，

编辑出版科研、科普书籍 28 种，

拍摄科普电影电视片 19 部。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得到了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保护，还致力

于天目山自然科学的研究。1953
年，建县天目山林场。1956 年，

林业部公布其为“天目山天然森

林禁伐区”。1975 年，浙江省人民

政府建立“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1986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其为

“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1993 年加入中国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1996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接纳为国际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成员。天目山以自身的发

展，赢得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珍

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始，

天目山进入总体规划建设时期，

国家、省、市财政联合投资，保

护区自筹资金，以资源保护为宗

旨、科普教育为重点，相继进行

资源调查、迁移区内农户、确定

国有林地权属、扩大自然保护区

范围、完善保护设施和科教基地

建设、开发生态旅游、复建禅源

寺、发展“天目山文化”等重大

举措，步入法制化、科学化、现

代化管理轨道。经过 20 多年的努

力，天目山三期工程建设初见成

效，被冠以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

自然保护区示范单位、中国 4A 级

风景区。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与各方学

者合力保护、发掘、传承、创新

天目山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

化、佛教文化进入大发展、大繁

荣时期，各种文学著述、艺术作

品数不胜数，天目山人文精神不

断发扬光大遥
通讯员 童雪丽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在半个世纪的呵护中成长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4 日上午，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陈新华来临调研统战工

作。区领导章登峰、沈慧、吴春法、

何军参加调研。

陈新华一行首先来到科技城创

业广场“山·湖”同心荟，听取相

关情况介绍，并为“山·湖”同心

荟揭牌。随后来到锦城街道兰岭社

区，了解“侨之家”建设情况。接

着，召开工作汇报会。

今年以来，全区统一战线全面

贯彻落实上级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凝心聚力建名城·同心

服务促三化”主题活动，全区统战

工作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平台

建设、班子队伍建设、机制制度建

设，着重强化学习力、服务力、创

新力、执行力、统筹力，在增进思

想政治共识、发挥统战优势、开创

统战新局面、推动统战各领域工

作、构建大统战格局上狠下功夫。

陈新华对我区统战工作予以肯

定，他说，临安统战工作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虚功实做，有特

色、有成效，统一战线氛围浓厚，

大统战工作格局初步形成，统一战

线的各项工作成果比较明显。

陈新华就进一步加强基层统战

工作、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提升新

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提出了要

求。他强调，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

需要更加大胆创新，谋划好总结、

提升、推广、复制工作，深刻理解

在党建的高速公路上开好统战的快

车，在党建引领下，探索新课题新

领域新任务。

市委领导来临调研统战工作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

5 个国家宪法日，同时今年 12 月

2 日至 8 日为首个宪法宣传周。4
日晚，区“12·4”国家宪法日法

治文艺演出暨首个宪法宣传周活

动启动仪式在高虹镇虹桥村文化

礼堂举行。区委常委、副区长丁

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民

参加活动。

4 日的法治晚会，既是一台精

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又是寓教于

乐的法律知识大餐。来自区总工

会文工团、区魔术家协会、高虹

灯花队等一批文艺工作者，为观

众献上了舞蹈、戏曲、歌曲、灯

光秀、快板、魔术、小品、京剧、

越剧等精彩节目。晚会现场还穿

插开展了法律知识、禁毒知识互

动问答，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知法、

懂法、用法的能力。

近年来，临安法治宣传工作

荣获了许多国家级荣誉：区司法

局荣获了全国“六五”普法教育

中期督查先进单位；板桥镇人大

主席朱忠华被评为“全国年度法

治人物”；区公证处陶靖被评为全

国“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潜

川司法所朱建华被评为“全国模

范司法所长”；锦城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被评为“全国模范调解委

员会”；板桥镇上田村、锦北街道

上东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

下一步，我区将开展一系列

宪法普法宣传活动，组建十支以

上镇街普法志愿者小分队，在全

区 中 小 学 开 展 百 堂 主 题 班 会 、

“千名机关干部学宪法”活动，以

及以“法律六进” （法律进机关、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单位） 为载体，组织开展

“宪法进万家、家家学宪法”活动

等。

形式多样 宣传宪法

我区启动首个宪法宣传周

记者 金凯华

本报讯 昨日起，杭州临安金宇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通了定制公交

网上购票业务。

开通网上购票业务，乘客可根

据自身出行需求提前下载杭州公交

APP，用手机号注册成功后，使用该

APP 提前购票定制出行，不仅减少

乘客上车投币的环节，节省多趟换

乘的时间和路程，而且让乘客真正

感受到精准乘车的便捷性和舒适

感。

前天，公司工作人员分别来到

杭电信工学院、浙江农林大学，向在

校师生宣传介绍定制公交网上购票

业务。

金宇公交公司还计划在杭州公

交 APP 上陆续上线其他院校及区

域的定制公交线上购票业务，满足

各大院校师生及居民的出行需求，

方便乘客出行。

昨日起
乘公交车可用APP提前购票

4 日下午袁 区禁毒办联合板桥

镇政府在上田村文化礼堂袁 开展了
野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冶 书法展遥
书法爱好者围绕禁毒主题袁 现场创

作了一批作品袁 将用于展出或赠送
给村民遥 记者 朱陈伟 摄

挥毫泼墨
宣传禁毒

图为大学生正在扫码关注了解定制公交网上购票业务遥 记者 金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