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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至 10 月 31 日，五条报名渠道同时开启
一等奖 1 名，扶持资金 6 万元；二等奖 2 名，扶
持资金各 3 万元；三等奖 3 名，扶持资金各 2 万
元。农创组获奖者，主办方将提供场地与创
业政策。
除扶持资金外，各组获奖项目均可申请富
阳农商银行、建设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南京银

行杭州富阳支行授信贷款。其中，一等奖项目
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二等奖项目贷
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三等奖项目贷款
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贷款期限两年，项目
是否适合贷款以银行实地评估为准。

●区科技局报名通道（适合科创组项目）
联系人：蒋华君，联系电话：63163083；电子邮箱：1279325693@qq.com；书面材料请于 10 月 31 日
前送至区科技局（富阳区鹳山路 22 号）。
●区文创办报名通道（适合文创组项目）
联系人：叶晶，电话：23251163；电子邮箱：fywhcy@126.com；书面材料请于 10 月 31 日前送至区
文创办（富阳区桂花路 25 号 6 号楼 517 室）。
●团区委报名通道（适合初创组项目）
联系人：宗心宇，联系电话：18329139993；电子邮箱：448234256@qq.com；书面材料请于 10 月 31
日前送至团区委（富阳区江滨西大道 358 号文化中心 A 座 620 室）。
●区农林局报名通道（适合农创组项目）
联系人：裘雪龙，联系电话：13706816680；电子邮箱：771309716@qq.com；书面材料请于 10 月 31
日前送至区农林局（富阳区桂花西路 118 号）。
●富阳日报社报名通道（适合所有项目）
联系人：孙琳英，联系方式：63344556；电子邮箱：806133771@qq.com；地址：富阳区体育馆路
457 号富阳文创大厦 1 楼。

看点 3 版

2018 浙江·台湾合作周系列活动——

黄公望产业金融峰会在富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作为 2018 浙江·台
湾合作周系列活动之一，黄公望产业金融峰会在
富阳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 180 余位专家学者、
投资机构及企业负责人云集富阳，纵论金融开放
合作和产业升级转型，为海峡两岸金融产业合作
建言献策。浙江省台办副主任方颖，省金融办党
组成员潘广恩，台湾金融学术联盟名誉理事长邱
正雄，富阳区领导吴玉凤、丁永刚、陈平参加活
动。
作为省级特色小镇，华融黄公望金融小镇已
经成为富阳“产融结合”的特色抓手和金融对接
产业的多维平台。2018 年,小镇新增基金及基金
管理公司 195 家，累计已注册基金和基金管理公
司 888 家，管理规模 4825 亿元，吸引了包括华融
资产、金研资本、工银国际等行业翘楚进驻。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在致辞中说，富阳
是一座美丽的山水城市，
“一条江”
“一幅画”
“一

张纸”
“一批人”等“四个一”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
富阳的生态资源、历史人文和产业基础。紧紧围
绕“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富阳
抓住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正在大力推进“三
铁三高三快速”建设，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
实现产业业态、城市形态和环境生态的全面转
型。
吴玉凤表示，富阳与台湾的交往历史源远流
长，作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每年不断
的互访和基层交流，让“两岸一家亲”成为一种常
态，也再次证明了两岸血脉相连是与生俱来、浑
然天成的。富阳真切期盼此次峰会能进一步深
化两地在文化、金融、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邱正雄在致辞中表示，自 2012 年实地观赏
富春山居美景以来，这几年浙江民营经济作用越
来越大，创造了多个经济之“最”，是了不起的成
就。本次来富访问的嘉宾团都非常乐于更加了

解富阳在产业、科技以及金融发展等方面的进步
情况，相信未来两地应有极大的合作潜力与空
间。
峰会主论坛上，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
文，台湾东吴大学及世新大学讲座教授薛琦分别
围绕“转型中的增长”和“两岸金融发展与美、中
贸易战”作主旨演讲。两场分论坛则分别围绕
“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开放与合作”和“大数据与
AI 时代的产业升级与融资创新”展开。中央财
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张晓涛，金牛津事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常务
董事张秀莲，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华大学理学院
院长褚君浩，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林建甫作主旨
演讲。两岸专家学者还开展了圆桌讨论。
本次峰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金融办
主办，富阳区人民政府、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
会、台湾淡江大学两岸金融研究中心承办。

银湖水厂一期将于 10 月启动建设
项目近期规模 20 万吨/日，远期规模 30 万吨/日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张冰清）昨日，
记者从富阳城投集团获悉，期盼多年的银湖水厂
项目已经完成招投标，即将进入建设前期准备阶
段，预计于今年 10 月组织进场施工。届时，富阳
城市供水能力将得到根本性解决。
富阳供水事业起始于 1959 年，距今已有 58
年的历史，目前富阳水务下辖江北、江南、新登、
万市四家净水厂，日供水能力为 32 万吨/日，为
全区 19 个乡镇（街道）的 55 万市民和企业提供生
活生产用水。近年来，随着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需
求的增加，夏季供水高峰期的供水量已经不能满
足现实所需。
近年来，富阳启动江北第二水厂筹建工作。
银湖水厂就是由江北第二水厂改名而来，项目选
址银湖街道 G320 国道南侧，泗洲溪东侧，规划高
桥一路北侧地块。项目近期规模为 20 万吨/日，
远景按 30 万吨/日规模进行规划控制。城投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 20 万吨规模生产线建
设将分两期施工建设。今年将率先启动 10 万吨
规模建设工作，预计在 2021 年 10 月完工并投用。
为充分发挥千岛湖配水工程的效益，优化水
资源配置，提高优质水资源利用效率，确定银湖
水厂为双水源供水，将千岛湖原水和富春江原水
混合后作为银湖水厂供水水源。因此，与银湖水
厂同步启动的还有千岛湖引水工程，本工程设计

大源镇开展﹃清患﹄专项行动

点赞美丽富阳

198 万元扶持资金等你来拿
本次创新创业大赛扶持奖金总额为 198
万元。科创组一等奖 1 名，扶持资金 30 万元；
二等奖 2 名，扶持资金各 20 万元；三等奖 3 名，
扶持资金各 10 万元。文创组一等奖 1 名，扶
持资金 20 万元；二等奖 2 名，扶持资金各 15 万
元；三等奖 3 名，扶持资金各 10 万元。初创组

百余家企业作了安全体检

2018 富阳创新创业大赛暨首届创客文化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陆军 骆希罕）
9 月 11 日上午，大源镇再次启动“清患”专项行
动，镇经发办、安监办、消安办、村镇建设办、城
管办、大源市场监管所、城管大源执法中队、江
南环保所等联合行动，重点检查亭山村塔堰一
带的企业，
消除安全隐患。
塔堰区块离大源集镇不远，杭千高速以南，
就在汽觃线边，背靠亭山，这一带有不少厂房和
仓库，
门窗企业为主。
亭山脚下一家专做防火门的企业，今年 5 月
才搬到这里，此前一直在上海。在厂房里，检查
组发现开关、插座等都固定在木板上，未使用配
电箱；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员未经过培训，没
有证件。
大源镇经发办负责人介绍，这是检查中发
现的比较多的情况，没有正规的配电箱，没有安
装漏电保护器，电源直接通过木板上的开关、插
座等，安全隐患非常大。此外，大源镇每年都会
对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员，进行培训取证，但
新搬迁的企业，往往会有疏漏，
“ 我们都会督促
他们尽快参加培训取证”
。
针对检查情况，工作人员开具了“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文书”，告知企业主检查情况，要求他
们在 10 天内完成整改。接下来的复查，如果发
现仍未整改好，就将下达正式的“责令整改通知
书”，限期办理，
否则将进行处罚。
位于汽觃线边的一家制作卷闸门大梁管的
企业厂房里，很多物品堆放杂乱，检查组注意到
电瓶车随意停放、充电，用电接电很不规范，移
动电器未安装漏电保护器，稀释剂摆放位置不
正确，部分灭火器失效且灭火器前有堆放物等
情况。
“松香水这类稀释剂是易燃易爆物品，千万不能和其他杂物
堆放在一起，必须单独存放。”这是检查中工作人员反复叮嘱企
业主的一句话，
并要求他们立刻整改。
在不远处一家新办的弹簧企业里，企业主的安全意识同样
不强。大量原料无序堆放在地面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最
危险的是，
氧气瓶、煤气瓶放置在一起，
而且同时使用。
“这是非常危险的，氧气、煤气两者同时使用，一旦操作不
当，会引起爆炸。”听了镇安监办工作人员的忠告，企业主这才了
解到巨大危险的存在。他说，企业今年 5 月才成立，刚生产不久，
对一些安全知识不太了解，
并表示立即进行整改。
当天同步检查的还有市场监管所，他们重点检查了企业证
照是否齐全、营业地址是否变更、特种设备检测是否到位等。村
镇建设办则按照“两路两侧”
“四边三化”的整治要求，检查企业
的落实情况、是否有新增违章建筑等。
据了解，多年前，大源杭千高速以南一带企业众多，尤其是
造纸企业、门窗企业，像觃口村就是著名的“造纸村”，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很多企业逐渐转型、腾退，闲置的厂房、仓库逐渐多了
起来。
如今，随着江南新城的建设，企业搬迁涉及面越来越广，有
不少企业开始向杭千以南转移，包括部分不符合产业规划要求
的企业，在未取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经营的小作
坊等，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大源镇负责人说，此次“清患”行动，联合多部门力量，分成
综合协调组、安全隐患排查组、违章建筑拆除组、执法保障组、信
访维稳组，重点检查杭千以南的小微企业集聚区、加工作坊、仓
库、厂房等，进一步排摸这一带企业基本情况，对证照、安全生产
隐患、环保手续、违章建筑、美丽乡村建设等情况进行地毯式排
查，促进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三改一拆”、
“四边三化”、美丽乡
村等工作进展。
据悉，大源镇“清患”专项行动 7 月份在觃口村进行试点。8
月 29 日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共进行了 10 多次集中行动，清查企
业 147 家，其中承租企业 76 家，涉及 7 个行政村，发现安全隐患
204 处，发出整改通知书 57 家，排查无证无照 24 家，批建不符 15
家，无环评手续或手续不全的 17 家，违章搭建 18 处。根据安排，
9 月下旬，大源镇将完成对杭千以南所有企业的“清患”工作。接
下来，
将进入整治提升阶段。

树龄30多年的雪松
“搬新家”

规模 19 万吨/日，将铺设从上陈村取水构筑物至
银湖水厂、江北水厂、江南水厂原水输水管道，供
水管道总长度为 25.5 公里。银湖水厂项目竣工
投用后，将有效地改善城区北部区域的供水布

局,保证高教园区、高桥、受降区块以及东洲区块
供水水量和水压，提高城市整体供水水量和水质
的安全性。

“秋老虎”
要发威了
预计持续到9月下旬

第五届百村篮球赛决赛 MVP，
全场得分 26 分

许泽伟：
生活中的点滴都和篮球密不可分
第五届百村篮球赛
“十佳篮球明星”
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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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明两天天况较好，晴到多云为主。本周日到下周一，
受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富阳将时不时出现阵雨或雷雨；下周二
起，
副高重新控制，
转为多云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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