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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气温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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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党其在调研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工作时强调

坚定信心乘风破浪
坚决打赢秦望硬仗

迁难度更大，要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激情，全
面总结成功经验，紧紧依靠群众力量，以必胜
的决心、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坚决打赢攻坚硬
仗。要凝聚攻坚的合力。将秦望城市有机更
新工作作为紧密联系群众的大平台、锤炼干部
的主战场，整合精干力量，强化教育培训，打造
一支业务精湛、工作细致的专业队伍；充分发
挥老干部、老党员等群体人头熟、经验足的优
势，同心同德，共同推进；坚持政策公平，做到
一把尺子量到底，坚决打击有损公平的不良风
气。要强化部门的联动。全区各部门必须高
度重视、全力支持秦望三、四片区的有机更新
工作，破立并举，加快推进区块规划、招商、项
目建设工作，狠抓落实，合力攻坚，确保各项工
作快速推进。要强化氛围的营造。积极发挥
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凝聚推动转型发展的共
识，树立社会正能量，为打赢秦望区块有机更
新硬仗营造良好氛围。

最高 1000 万元！

富阳开出最高资金引进高端人才项目
一大波扶持政策来袭，期待与你牵手
记者 吴璇 通讯员 金俊熙 制图 俞高峰

日前，富阳区政府针对高层次人才再出重磅利好——给予落地
富阳区的杭州市“创客天下”大赛总决赛第 1—3 名项目 1000 万元扶
持资金。这也是截至目前富阳针对高层次人才项目的最高资金扶持
政策。
“十三五”以来，富阳深入实施“人才新政”，创新引才举措，深化
市场服务，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努力吸引高端人才项目集
聚。通过拓宽各种渠道吸引高层次人才来富创新创业，更好服务区

寻找、诚邀
最
“闪光”的你

内企业转型升级，体现项目引才实效和平台聚才功能。
目前，2018 年度新一轮的高层次人才计划各项工作已经全面展
开，
各种扶持政策让人目不暇接，就等身怀璞玉的你来参与！

“5110”
计划，
项目资助最高 600 万元
作为富阳“含金量”最高的人才引进计划，新
一轮的
“5110”计划目前已经开始集中征集。
通过“5110”计划，富阳将重点引进和集聚一
批在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
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
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自主创业经验，熟
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
对于经评审入选“5110”计划引进人才创办
的企业，将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创业扶持方
面，有最高 600 万元的项目资助、2 年内最高 500
万元的银行贴息、最高 500 平方米的三年免租用
房或租金补贴，还有财政扶持、科研配套等；发展
扶持方面，在鼓励项目投入、产业化、创新、评优
等都有相应资助；人才激励方面，有安家补助、个
人奖励、住房保障等；在引才方面，也将给予一定
的支持和补助。
据 了 解 ，富 阳 引 进 高 层 次 创 新 创 业 人 才
“5110”计划创业项目常年受理，本次集中征集
项目截止日期则为 3 月 31 日。具体报名方式可
通过富阳人才网（www.fyrc.net）查询。申报受
理单位：杭州市富阳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富

阳区恩波大道 1128 号 10 楼 1017 室）。电子邮
箱：hzfylcy@163.com；
联系电话：
61707650。

“521”计划，最高补助 160 万元
杭 州 市 级 层 面 ，新 一 轮 杭 州 市 全 球 引 才
“521”计划（以下简称“521 计划”
）第三批人选申
报工作也将于 3 月 15 日启动。
“521”计划是在全市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
科和重点实验室、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和成果转化为主的各类园区等领域，引
进并重点支持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以及
拥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创新工作的青年人才。
符合申报条件的人选，可登录杭州海外人才
网（www.hzzjlx.com），按要求在线填写申报信息
并上传申报材料。
入选“521”计划的人才，根据有关规定享受
创业支持、科研条件、居留落户、安家补助、子女
入学、医疗保障、公共服务等相关政策待遇。其
中，入选创新人才项目、创业人才项目的人才，到
岗后市、区共补助 160 万元人民币安家补助；入
选青年人才项目的人才，到岗后将市、区共给予

130 万元人民币安家补助。
更 多 信 息 可 登 录 杭 州 海 外 人 才 网（www.
hzzjlx.com），详细咨询杭州市富阳区高层次人才
服务中，
联系号码：
61707650、87196586。

六大焦点透视
监察法草案
十大关键词透视
国务院机构改革
天下 11 版

吴玉凤赴里山渔山调研时指出，做好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至目前，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已编制完
成三、四片区房屋搬迁工作计划，以及测绘机
构、动迁机构确定等前期准备工作。秦望区
块安置房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骨伤医院
西侧地块、青少年宫北侧地块政策处理工作
基本完成，计划本月底开始试桩工程准备工
作。
朱党其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秦望区块
有机更新是推进城市拥江发展、建设大都市新
型城区的点睛之笔，也是推动城市转型、产业
转型，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必然选择。打
好新一轮硬仗，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
眼光，抢抓发展机遇，乘风破浪加快推进，夺取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的全面胜利，坚决打好富阳
城市转型硬仗，为加快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
市、拥抱新时代，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
城区开创新的局面。
朱党其强调，要坚定必胜的信念。秦望
三、四片区的搬迁任务更繁重、情况更复杂、动

坚持区域联动发展特色美丽经济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全区“三看四态促转
型”战斗再动员大会吹响了转型关键年的战斗
攻坚冲锋号，全区上下极为关注的秦望区块城
市有机更新工作也即将拉开帷幕。昨日上午，
区委书记朱党其赴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
调研时强调，要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战斗姿态，
发扬优良传统，凝心聚力，乘风破浪，夺取秦望
区块有机更新的全面胜利。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张霖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富
春街道、春江街道、新桐乡、上官乡、万市镇及
组织、宣传、发改、国土、公安、城管、财政、城
建集团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各自工作开
展情况。经前期调研摸底，秦望区块三、四片
区 涉 及 房 屋 441 幢 、2636 户 套 ，建 筑 面 积 约
23.22 万平方米，土地面积 203 亩(具体以实际
为准)。搬迁范围内的房屋涉及富春街道、春
江街道，根据征迁工作实际，将抽调新桐乡、
上官乡、万市镇干部参与搬迁动员工作。截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 通讯员 陈潇潇）昨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在里山镇、
渔山乡调研时指出，要抓住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契机，加快春永线征迁建设力度，依托优
越地理位置、良好生态环境、深厚文化底蕴，
不遗余力造环境，招引好优项目，区域联动发
展特色美丽经济。
在里山镇，吴玉凤一行先后调研了安顶
云居民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春永线（里
山段）征迁工作。吴玉凤指出，里山镇天生丽
质，两山夹一溪，有山水优势，有安顶古道，有
悠久的茶文化，要坚持区域联动谋划好下一
步发展，
推进里山镇更好更快发展。
吴玉凤强调，里山镇要坚持区域联动发
展，
以春永线开工建设为契机，
加强与渔山、
灵
桥联动发展，加强城乡联动、村镇联动发展。
要发动村民参与到美化环境、
做优环境的行动
中来，进一步发展壮大民宿经济，政企合作加
大宣传推介营销力度，讲好安顶山故事，不断
做大做强生态旅游蛋糕，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要全力以赴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突
出重点、及早谋划、提速提质，做到让百姓拥
护，
让百姓满意。春永线（里山段）征迁要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
以目标为导向，
以问题为导向，
加强组织协调，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在渔山乡，吴玉凤在实地走访调研春永
线（渔山段）征迁工作、萧富界矿区覆绿工作
后指出，渔山乡与萧山毗邻，区位优势明显，
依山傍水，自然禀赋得天独厚，要高起点、高
标准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发挥好融杭桥
头堡作用。
吴玉凤强调，要加快推进春永线（渔山
段）征迁工作，克难攻坚，确保工程按时开工
建设，同时要引进优质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真正把美丽优势转化为富民资源。萧富
界矿区覆绿是生态整治的重中之重，要加大
整治力度，加快工程推进速度，统筹谋划、综
合治理，整出空间、整出形象，力争把矿区整
治打造为精品亮点工程。

杭州市
“创客天下”大赛报名启动
另外，2018 年杭州市“创客天下”大赛也已
开始报名。针对这一杭州市范围内海外人才
“最强大脑”的巅峰比拼，富阳出台了最高扶持
资金奖励政策，以吸引优秀项目落地。其中，给
予大赛总决赛第 1—3 名项目 1000 万元扶持资
金；第 4—6 名项目 750 万元扶持资金；第 7—12
名项目 500 万元扶持资金。给予落地富阳区的
杭州市“创客天下”大赛北美、欧洲赛区决赛第
7—8 名项目 300 万元扶持资金；第 9—10 名项目
200 万元扶持资金；第 11—18 名项目 100 万元扶
持资金。对于中介引才机构也将有专门的引才
奖励。
“创客天下”报名截止时间为 5 月 31 日，通过
登录杭州海外人才网（www.hzzjlx.com）进行网
上报名。详细咨询杭州市富阳区高层次人才服
务中，
联系号码：
61707650、87196586。

“我是铁军，
向我看齐”

本报今起推出《铁军风采》
2017 年，全区上下牢牢把握“四态转型”主基调，立足本职、
发挥职能、围绕中心，在交通融杭、产业转型、城市有机更新、江
南整体转型、
“三美”建设和干部状态转型“六大硬仗”中涌现出
一大批勇于担当、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奋发有为的先进个人。
今起，本报将陆续采访报道其中的 18 位先进人物，展示风采、树
立标杆，引领更多人向他们学习，营造浓厚的干事氛围，助力打
好 2018 年
“七大攻坚硬仗”
。

要闻 2 版
首届
“三美春建”摄影大赛进入倒计时

春建好风光 请你来发现
征稿截至 3 月 30 日，
投稿邮箱：
hzfyyrs@126.com

区政协征集
“三亲”文史资料
聚焦 1949 年至 1978 年这 30 年间富阳重大历史事件
希望亲历、亲见、亲闻的你,能将这段记忆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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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记录春建乡境内的社会生活、自然风光、人文古迹、重大
事情、重大变迁等，反映在区委区政府“三看四态促转型”战略部
署下，春建乡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城镇建
设、美丽经济、最美庭院、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以及春建人拼
搏的精气神，春建乡政府联合区文联、富阳日报社，举办首届“三
美春建”
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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