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智慧经济，建设智慧江干，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
中心区。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西湖时代”
到“钱塘江时代”，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正迅速成为杭州的
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人才
新热土——创新创业、做大做强首选之地！

钱江新城、钱塘智慧城、丁兰智慧小镇期待您的光临，
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局 0571-86974858

江干江干

江干科技局微信公众号
“江干科技”

这里，是
杭州中央商务区、交通枢纽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这里，正在建设
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
这里，有
最佳的区位位置、最强的金融生态、最优的扶持政策；
如果你是股权投资机构看这里！
如果你是被投企业看这里！
如果你是券商/银行/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看这里！

新落户江干区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最高可获得
500万元落户奖励，最高 200万购房补贴或三年每年最
高 100万租金补贴，自达到年度纳税额 100万起三年内
按其对区财政贡献的100%、80%、60%给予补助，高级管

理人员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
给予 50%奖励，机构投资江干
企业的还可以获得最高 100万
元投资奖励。

新落户江干区的被投企
业：前三年最高可按其对区财
政贡献的100%、70%、50%给予
资助，最高 200万购房补贴或
三年每年最高 50万租金补贴，
高级管理人员三年内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 50%
奖励，企业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被收购或兼并重组的可按
其转让收入对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50%奖励。

第三方机构：推荐引进优质被投企业的，最高可获
得50万元奖励。

扫码了解详细政策

江干出台重磅政策！打造被投企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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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萧山

勇立潮头勇立潮头
为打造科技创新创业新平台，萧山全力实施科创

园建设253计划。设立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项扶持资
金，提供房租减免、纳税奖励、研发补助、投融资服务
等各项优惠政策。我们热诚欢迎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萧山区科技局 0571-82898519

园区荣誉：杭州市信息安全产业园、杭州市留学人员创业园分

园、萧山区大学生创业园分园、杭州市信息安全协会副会长单位、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产业定位：重点发展网络安全、电子商务安全、移动安全、物联

网安全及信息安全等产业。园区定位为浙江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

基地和华东地区信息安全产业区。

园区规模：由三家萧山区百强企业共同打造，园区占地45亩，

地上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下约6万平方米。计划3年内完成

园区10万平方米的招商工作，园区内信息安全、智慧产业及各类科

创型企业数达到300家以上，园区总产值规模达到30亿元以上。

园区位置：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479号。从产业园出发，

15分钟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10分钟可达杭州各大火车站，8分

钟可进入沪杭甬高速和绕城高速。通过地铁2号、6号、7号线(拟建)

和钱江二桥、三桥、庆春路过江隧道、青年路过江隧道（在建）与杭州

主城区实现无缝对接。

联系方式：程远 83530606 /13606706469

钱江世纪城信息安全科创园钱江世纪城信息安全科创园

奔竞不息奔竞不息

联系方式：杭州市临安区科学技术局信息中心
陈文奇 0571-6375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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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临安区加快推进创新发展加速区
建设，致力打造长三角最具活力的创新创业之
城，迈入融杭发展新征程。临安创新创业平台
诚邀创业的您加盟！

临安区自2016年实施“大孵化器”战略以
来，制定出台了孵化器、众创空间专项政策，先
后引进了博济、银江、楼友会、华友会、良仓孵
化器等专业孵化器运营团队，科技企业孵化平
台软硬件水平不断提升，双创氛围日益浓厚。
目前，全区建有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18家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家，省级孵化器、众创空
间4家，杭州市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2家；全区
孵化面积达13万方，在孵企业累计446家），现
面向社会广泛招引成立时间不超过24个月的
科技型小微企业入驻。

优惠政策

入驻临安区各孵化器、众创空间的企业可
以享受租金减免返还、风险池基金贷款优先支
持、人才项目资助等政策。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以“金融科技链接智慧未
来”为主题的2018杭州湾论坛在杭州举行，海内外政
商学界精英共聚一堂，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宏观把脉、
判断金融科技创新趋势、监管新规解读剖析，探求金
融科技和实体经济双赢之道以及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构建之途，为中国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和新范式。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在致辞中表示：“杭州用数
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金融产
业综合竞争力和金融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

据介绍，2017年全市实现金融增加值1054亿元，
居全国所有城市的第七位，金融科技中心指数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并列全国第一方阵，金融

科技体验指数排名第一。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主旨演讲中表

示，金融科技已经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产生非
常大的影响，金融科技为人民提供非常平稳和非常快
速的交易环节。中国通过在大数据、云计算、金融科
技方面的投资，已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的竞争者，在全
球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撬
动未来增长的动力，我相信是基于创新和可持续的投
资。金融科技是各国争夺的主战场，数字经济则是金
融和经济的发展助推力量。”他认为，未来中国、美国
和欧洲应该在金融科技领域进行合作，并积极探索G3
模式，即欧洲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和中国人

民银行在货币政策上达成一致，共商金融问题。
“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跟十年前有很大的不

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强调，对于赤字
要有高度敬畏，不应在某种程度上放松警惕，更不可
轻言扩大赤字。高培勇称，当前正在进行三大攻坚
战，而排在头位的重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其中重要的是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债
务风险。他表示，在这个时候提及扩大财政赤字一
定要有底线思维，不能跨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
3%，哪怕只是一个名义上面的指标也要守住这一条
底线。 （下转A2版）

（相关报道详见A3版）

2018杭州湾论坛聚焦金融科技链接智慧未来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新范式

本报讯 10月17日下午，温州市创建新时代“两
个健康”先行区启动。这一创建活动致力于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努力为全国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
条路子。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
创建大会并宣布先行区创建启动。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
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讲话。熊建平、陈铁雄、中国民
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出席，副省长、温州市委书
记陈伟俊致辞。会上，“两个健康”先行区第一批实
践基地、温州市“两个健康”研究院授牌，企业家代表
作了发言。

车俊指出，温州启动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
行区，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新期望的具体行
动，是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重大举措，也是推动新时代浙江民营经济新发展新
飞跃的一个大动作。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民营
经济始终是浙江的最大特色、最大资源和最大优
势。民营经济兴则浙江兴，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
发展的重要论述，努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继续走在
前列。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希望

以此次创建为新起点，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努力在
全面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建设企业家队
伍等方面带好头、作示范，全力打造面向“两个一百
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民营经济之都。全
省各地各部门都要大力支持温州创建工作，省市联
动、上下协同、形成合力。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家特
别是温州民营企业家要自觉融入创建的火热实践，
大力弘扬新时代浙商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
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再
创佳绩、再铸辉煌。

徐乐江指出，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
区，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是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
体实践，对于加强党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推进温州全面深化改革，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
统战工作，引领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
质民营企业家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温州市勇
于解放思想，在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参与国
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工商联事业创新发展等方

面先行先试，探索促进“两个健康”的实践路径和实
现形式，为全国范围内促进“两个健康”探路开路。
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将会同浙江省委、省政府给
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相信经过各方努力，温州市
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一定能结出累累硕果。

陈伟俊在致辞中说，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
行区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健康”重要论述
在基层的探索和试点，是温州继续为新时代民营经
济发展“闯关探路”的标志性大事，是温州奋力推进

“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标志性大
事，是温州开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标志
性大事。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是温州不
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再创辉
煌的探索实践。我们将坚定政治方向、锚定先行指
向、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政企同向，在夯实民营经济
发展根基、着力破解民企发展难题、致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热情、架好政企连心
合力桥梁等五个方面发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先
行区创建，全力掀开温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篇章。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首届新时代“两个健康”论
坛、温州城市和投资环境推介会等活动。

通讯员 王国锋 本报记者 杨世朋

掀开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篇章

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在温启建

“八八战略”再深化 改革开放再出发

本报讯 10月18日，第二届世界油商大会在舟
山正式启幕，大会围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
动‘一带一路’油气产业合作愿景与行动”这一主
题，全面展示浙江自贸试验区推进油气全产业链建
设，吸引和集聚国际油气投资商、贸易商、交易商前
来投资合作，共商油气发展大计。

大会现场，共有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多名海
内外嘉宾应邀出席大会。本次大会引起油气行业高
度关注，世界前10大石油公司中的8家、世界前10大
石油化工企业的7家、世界5大石油贸易商的4家、世
界主要大宗商品交易所、全球各大能源研究机构，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等国内“四桶油”以及国
内全部5家原油国营贸易商等企业，均派出高规格嘉
宾参会或签约。如此高规格的参会层级相比上届显
著提升，在国际油气行业会议中亦属罕见。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来自沙特阿
美、埃克森美孚、BP集团等石油巨头的大佬们接连
作主旨演讲。下午举行的 5 场专业平行论坛，则围
绕油气全产业链的5个重点领域进行设置，分别为：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油品交
易及金融服务创新圆桌论坛；LNG 市场的供需、贸
易与挑战；全球油气投资合作中的法治环境与法律
服务；全球绿色航运格局下船用燃料发展变革。

会议期间举行了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项
目25个，协议涉及总金额1656亿元。其中，产业项
目 20 个，协议利用资金 670 亿元；采购项目 5 个，协
议采购贸易金额986亿元。签约项目数与金额均超

越上届。
浙江自贸试验区立足国际化，积极探索与国际

油商巨头、国内大型油企展开合作，一大批国际油
商纷纷表达投资意向。签约项目中，外资项目 14

个，占项目总数的56%，其中外资世界500强项目和
重大油企项目11个。会上，浙江省政府与沙特阿美
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油品全产业链开展全
面合作。 林上军 文 沈汝汝 摄

围绕油品全产业链开展合作

世界油商大会昨签1656亿元大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