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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金波摄影报
道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
育，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法纪、
廉洁意识，扎实推进“警示教育
月”活动，昨天上午，省总工会组
织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60余
人赴浙江法纪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现场接受廉政文化洗礼与警
示教育。省总工会领导张才方、
董建伟、周小兵、张卫华、张兆
都、陆佩军、应达伟、徐前参加活
动。

浙江省法纪教育基地由省、
市、区三级纪委、检察、司法等十
家单位在杭州南郊监狱内联合
共建，是浙江省唯一的省级法纪
教育基地，也是全国较早依托监
狱资源开展党员干部法纪教育
的基地之一，展示着浙江乃至中
国的反腐历程。

省总的党员领导干部们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展区，重温
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发

展历程的三大阶段，再次深刻领
悟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在“清廉浙江 勇立潮头”展
区，系统了解了我省全面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
显著成效和新时代浙江铁军的担
当；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展区，
从严明六大纪律、严纠“四风”问
题、高举问责利器、严惩职务犯罪
四个部分，学习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省查处的60起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在忏悔墙前，大家近距
离感受20多名被查处省管干部
的忏悔书，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
法纪、廉洁意识。

实地参观后，省总的党员领
导干部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守住
廉洁底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不断提高自身党性修养，做讲政
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
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
合格党员。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强化干部廉洁意识
省总工会组织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 通讯
员陈红松、沈亚奇报道 以“技能
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
2019“一带一路”绿色技能国际
培训，于近日在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结业仪式。学院党委书记骆光
林将英文版《习近平谈“一带一
路”》作为结业礼物赠给每位外
国学员。

由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与科伦坡计划技术教育规划学
院共同举办的本次培训，吸引了
来自印度、缅甸、泰国等12国的
职教专家前来学习。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际职教与培训中心
创始主任 Rupert Maclean 博
士，科伦坡计划技术教育规划学

院、马来西亚敦胡先翁大学、香
港教育大学的专家学者为学员
们作了专业知识讲座；浙江工商
大学、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
高校老师也为学员们作了相关
知识讲座。

骆光林说，将英文版《习近
平谈“一带一路”》作为结业礼物
赠给每位外国学员意义非凡。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造福沿
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要早
日建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共创共享美好
未来”……著作中的重要论述，
既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深远影
响，也是举办本次绿色技能国际
培训的初衷所在。

2019“一带一路”绿色技能
国际培训画上圆满句号

习近平著作成为12国
职教学员结业礼物

记者杜成敏报道 2003年的
浙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土地、能源等要素制约不断加剧，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
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浙江
的答案是科技创新。于是，一家
不同寻常的研究院诞生了。

2003年3月17日，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习近平率省党政代表团
赴清华大学，商讨共建浙江清华
长三角研究院（以下简称“长三角
研究院”）事宜。2003年12月31
日，长三角研究院正式签约成立。

2014年，长三角研究院成立
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仍惦
记着它并作出重要批示：浙江清
华长三角研究院10年来的探索实
践说明，省校合作是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
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有效模式。希
望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不断巩固
省校合作成果，全面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努力把长三角研究院建
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
载体，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作出更大的贡献。

10多年来，长三角研究院不

负重托，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引进
海内外人才、布局全省科研战略
等措施，有效地破解了科研与市
场对接难题，成为省校合作的典
范、产学研合作的样板。今年5
月，长三角研究院被评为浙江省
模范集体。

“北斗七星”让科研落地

“如果没有长三角研究院的
牵线，我们的研究成果可能现在
还‘躺’在实验室里。”长三角研究
院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副主任彭
庆丰感慨地说。

2016年，长三角研究院瞄准
汽车电动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的
核心技术和前瞻技术，联合清华
大学组建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
积极引进清华大学欧阳明高院士
团队落户嘉兴。

目前，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
在车辆电池、电机等核心零部件
的研发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
产业化公司“合众汽车”成功拿下
全国第13张新能源汽车牌照和第
7个工信部“生产资质”，正式迈入
独立整车生产企业的行列。位于
桐乡的智慧工厂占地400余亩，

一期投资11.6亿元，规划产能为8
万台/年。

这一成果的实现，要归功于
长三角研究院“北斗七星”创新发
展模式。

“北斗七星”是指长三角研究
院提出的“政、产、学、研、金、介、
用”的“七位一体”创新发展模式，
即以政府为支撑、以大学为依托，
注重开展应用性技术研究，以满
足市场服务用户为落脚点，实行
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方式，金融机
构与中介机构充分参与和密切配
合。

“一开始，研究院走的也是传
统‘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可是
在实践中发现，没有金融创新，很
多项目无法正常开展，这就有了

‘北斗七星’中的‘金’，之后为了
促进人才、技术等资源更有效集
聚和结合，引入‘介’，而科研成果
转化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这就是

‘用’。”长三角研究院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吴云达说。

“北斗七星”的发展模式，打
通了“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
链”，衍生出“中心+公司+基金”的
产业化模式，这个模式打通了“校
地两头”，有力促进了类似新能源
汽车团队这样的科研成果转化，
并成功孵化出闪龙科技、双益环
保、嘉楠耘智、德燃动力、凯乐士
等一大批科创型企业。

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研究
院已累计孵化企业700余家，注
册资本超100亿元，年贡献税收

超10亿元。

海纳百川 汇聚英才

2009 年，由省政府和清华
大学共同组织，省委组织部、省
科技厅、长三角研究院联合主办
了首届“海外学子浙江行”活
动。现任研究院国际合作部部
长李元元当时还是国外某研发
中心工程师，而这场活动让他对
浙江高水平人才的重视程度和
工作力度，以及长三角研究院的
独特定位，留下了深刻印象。不
久，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
多年的博士便加入长三角研究
院，专门从事招才引智、成果转
化工作。

截至2018年，“海外学子浙
江行”活动已成功举办10届，招才
引智覆盖全球20余个国家，成为
长三角研究院引才纳贤的“金名
片”，吸引了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来到浙江创新创业。同时，在北
美、欧洲、澳大利亚等10余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国际技术转移和离岸
孵化基地，服务海外高层次人
才。目前，累计有超过1000个海
外高层次项目团队来浙江考察对
接，600名海外学子落户浙江，其
中近400人入选“国千”“省千”及
各地人才计划。

此外，在人才培养方面，长三
角研究院面向嘉兴、杭州、台州、
绍兴等地民营企业家、党政领导
干部定制设计专题研修班、继续
教育培训等特色课程，多渠道服

务企业家知识提升，年培训学员
超过上万人次。

“一体多翼”的战略布局

长三角研究院自成立以来，
科研成果卓著。目前拥有2个国
家级研究中心、1个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0余
个关键领域的科研平台、6家创客
空间。累计主持承担国家和省、
市重大科技项目700余项，获得
国家及省、市各类科技奖励100
余项。其中有的科研项目，瞄准
国际尖端技术，取得关键技术的
重大突破。

为了实现全省协同发展的战
略格局，长三角研究院以嘉兴院
区为总部，在杭州、宁波、台州设
立产学研基地。同时，围绕柔性
电子、数字创意、军民融合等重点
领域设立了专业化的研究院，各
院区形成了特色各异且配套完善
的创业孵化体系。不仅在浙江扎
下根、立住脚，还具备了辐射长三
角、服务长三角的综合实力。

“我们长三角研究院为创新
而生，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引进一
批项目、孵化一批企业，而是致
力于构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
创新载体，为区域发展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创新支撑。”长三角
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涛说。
面向未来，长三角研究院将努力
为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率先
建成创新型省份（区域）、推动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打造省校合作“长三角样板”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改革创新中蓬勃发展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记
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据统
计，1~4月全省综合交通建设已完
成投资845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32.5%，比去年同期增加220亿
元，增长35%。其中公路水路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为461亿元，居全国
前列、华东六省一市首位。

据了解，2019年全省综合交
通建设计划投资2602亿元（其中
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1133亿元、
公路水运机场1432亿元、管道37
亿元），力争突破3000亿元。

具体情况是：铁路与城市轨道
交通完成投资365亿元，完成年度
投资任务（1133亿元）的32%，同比
增长104%。其中，铁路完成投资
13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任务（647

亿元）的21%，同比增长46%；城市
轨道交通完成投资228亿元，完成
年度投资任务（486亿元）的47%，
同比增长168%。

公路水运机场完成投资474
亿元，完成投资任务（1432亿元）
的33%，同比增长8%。其中，公
路（含站场）建设完成投资405亿
元，完成年度投资任务（1192亿
元）的34%，同比增长5%；水运建
设完成投资56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任务的37%，同比增长36%。

民用机场建设完成投资12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任务（87亿
元）的14%，同比增长25%。

管道建设完成投资6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任务（37亿元）的
16%。

1~4月我省综合交通建设
已完成投资845亿元

完成年度任务32.5%
同比增长35%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昨
日，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政府主
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
（以下简称“茶博会”）在杭州开
展。本届展会的主题是“茶和世
界，共享发展”，经过连续两届的
成功举办，去年底茶博会通过了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进入
国际权威专业展会行列，成为国
内外公认最具权威、最具规模、最
具影响力的世界茶叶盛会。本
届茶博会将持续到5月19日，今
年的茶博会有哪些亮点？昨日
记者前往现场一探究竟。

首次设立扶贫展区

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三楼扶
贫展区，白静漪一身民族服装，坐
在展位前，烹水制茶，为开门迎客
做着准备。白静漪是贵州黔东南
州雷山县脚尧茶业有限公司的销
售经理，此次和他们一起参展的还
有来自黔东南州的十余家茶企。

此次参展，白静漪所在的公
司带来了脚尧红茶和脚尧绿茶两
款主打茶品。白静漪介绍，脚尧
茶产于著名的雷公山自然保护区
内，无任何污染，是纯天然绿色产
品。“我们公司茶园所在的脚尧村
的茶农，就是通过种茶叶、卖茶
叶，实现了脱贫致富，生活已经达
到小康水平。目前公司已经和当
地十余个村寨的茶农合作，希望
通过茶博会的宣传推广、接洽合
作，带动当地茶业发展，为当地村
寨实现脱贫致富助力。”

据悉，本届茶博会聚焦精准
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首次设立扶贫展区。参展企业共
有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56个
县（市、区）近80家企业参展，主
要来自“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的茶产区，覆盖武陵山、秦巴
山、大别山、罗霄山、五指山、滇西

边境、新疆、西藏等8个区域。

当传统茶叶遇上高科技

“只要在手机APP上操作，就
能远程完成施肥灌溉等操作”，在
茶科技与创意区，由浙江托普云
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托普云农”）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茶业研究所合作开发的“智慧茶
业云平台”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据介绍，通过这套智能系统，管理
人员不仅可以远程观察到茶园的
管理情况，还可以查看到茶园基
地周边的实时气象数据，如大气、
土壤的温湿度以及光照强弱等。
依据平台观测到的数据，管理人
员可及时采取管理措施。

此外，在杭州展馆，利用区
块链技术展示茶叶的追溯系统
也格外引人注目。通过追溯系
统，消费者可以追溯到茶叶的生
产地、采摘时间、销售加工时间
等，便于消费者及时准确了解茶
叶的品牌、质量。

茶叶精深加工开启多元化茶生活

抹茶粉做成糕点，红茶制成
鱼皮花生，还有茶叶提取物制成
白酒，甚至有以茶叶籽油、茶皂
素、茶多酚等为主要元素开发的
美容产品……近年来，全国各地
掀起了茶叶深加工热潮，此次展
会也专设了精深加工产品展区。

据了解，这几年，浙江积极转
变茶叶产业的发展理念，大力推
广先进适用技术，大力推进新产
品开发，逐步形成了绿茶、红茶、
黑茶、青茶、白茶、红茶“六茶共
舞”的发展局面，并逐步形成了茶
产品与茶衍生品良性互动发展的
格局，形成了茶叶生产与茶叶的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有力
提升了茶产业的竞争力，也促进
了茶农的增收致富。

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开展

首次设扶贫展区
高科技亮点多多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
主旨演讲，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
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
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
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
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
础。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
的开放体系。未来之中国，必将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
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和
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
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
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
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
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

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
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
力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
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
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
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最
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在数千年发展历
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

明成果。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
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
壮大。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
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
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
多姿。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
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基础
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