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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泽宇）

跨境电商业务高速增长，万宝
智能家居科技遇到了“幸福的烦
恼”。今年以来，该企业订单激增
150%，但产能严重不够，需要企业及
时应对。“虽然增加了2000多平方米
生产厂房，但还是不够。”企业负责人
薛栋说，如果再增加生产厂房，企业
势必把更多精力用在生产上，对以销
售渠道为主要优势的电商企业来说，
无疑会影响后续经营。

根据企业反馈的问题，开发区
推出了“共享订单”，帮助万宝寻找
到具备生产能力的合伙人，双方成
立新的家具生产企业，将过剩订单

转移到该企业，既为万宝解决了没
有精力顾及生产端的问题，也为其
后续健康发展进行了铺垫。

受疫情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对我县来说，既有不
少外贸企业的订单被暂停或取消，
短期内造成货物积压、人工成本增
高、产销下滑等问题，同时也有部分
健康医药、跨境电商企业订单激增，
短期内受到场地、人员和设备等条
件的限制。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开发区从企业的个性问题中找到突
破口，点对点、面对面送上定制化服
务，并且努力把个性问题的解决方
案运用到共性上，为企业撑起发展

“艳阳天”。

中源家居、天振竹木、博泰家具
等企业曾一度受到订单暂停影响，
面临巨大的仓储压力。为此，开发
区腾出4万多平方米标准厂房帮助
企业解决仓储问题。面对健康食药
企业因市场需求增长产生的生产空
间不足问题，开发区也找准了解决
办法。“例如艾明德生物科技购买设
备生产口罩，但企业没有杀菌车间，
我们通过‘共享车间’的方法，促成
舒友医疗器械与艾明德进行合作，
让口罩生产达到了医用标准。”开发
区经发局局长褚希介绍。

面对贸易环境变化，企业服务
也要“与时俱进”。时下火热的直播
带货拓宽了新零售渠道，为县内企
业开拓内销市场提供了思路。不满
足于举办几场直播为企业有限引
流，开发区更想帮助企业链接长期
性直播资源。最近，开发区在招商

引资和商贸洽谈过程中，特别留意
拥有直播资源的文化传媒公司，目
前已对接一家杭州电子商务公司和
上海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希望以总
部经济项目招引的方式让企业落
地，为我县工业企业开展直播带货
活动提供方便。

如何帮助拟上市企业加快股改
上市进程？建立“上市俱乐部”，搭
建县内已上市和拟上市企业沟通桥
梁，定期组织开展活动，精准答疑解
惑；如何解决部分行业受疫情影响
出现用工剩余而部分行业出现用工
不足的问题？落实“共享员工”机
制，化解企业用工不平衡、难协调的
矛盾……“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从
个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总结分析，
为解决共性问题找出更多思路，全
力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助力企业做
大做强。”褚希表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玉兰）

日前，位于天子湖镇高禹片区
的天长大道水稳层摊铺完成，道路
雏形显现。作为高铁新城区块南
北向中轴线，天长大道北至老高禹
集镇，南至站前大道，为加快项目
推进，施工方采取分段施工方式，
预计6月中旬完成沥青铺设，实现
通车。

商合杭高铁（安吉段）计划 6
月底开通，当前距离开通时间仅剩
一个多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高铁时代”，天子湖镇高铁新城内
多条市政道路抢抓工期，吴址路东
段水稳层完成摊铺，天元路西延工
程加快推进，而站东路幼儿园段、
东阳路、高天路、孙家路东段 4 条
道路建设均已完工。

随着高铁建设，天子湖镇借
助高铁场站交通优势，谋划打造
站前城市综合片区，规划建设高
铁新城。天子湖镇村镇建设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市政道路新建工
程是高铁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 2017 年立项批复，涉及 18 条
市政道路，总长约 31 公里，宽度
12米至40米不等，总用地面积约
898 亩。这批道路建成后，不仅
能有效完善区域内交通路网结

构，改善村民出行环境，还将拓展
集镇发展空间。

作为高铁安吉站的重要配套
工程，由交通部门负责的站前大道
也呈现快马加鞭施工忙的景象。
据介绍，该道路总长约 2.3 公里，
水稳层铺设于今年3月底启动，目
前已完成95%。因道路施工的位
置白天车流量大，为了兼顾安全和
进度，施工方把夜间作为抢工期的
黄金时间，加班加点推进，预计 6
月中旬通车。

“高铁新城市政道路新建工
程项目完成后，将实现公路运输
和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为天子
湖城镇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天子湖镇党委书记尹碧锃表示。
前不久，天子湖镇启动高铁场站周
边 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环境综合
整治，通过拆除老旧设施，整治“脏
乱差”，在为高铁通车营造美丽环
境的同时，也为高铁新城建设腾
出了空间。

眼下，全县争先创优行动正热
火朝天开展，天子湖镇第一时间开
启“拼抢五十天、冲刺半年红、喜圆
高铁梦”集中攻坚行动，排定牵头
领导、分解目标任务，将高铁新城
项目推进作为攻坚重点，确保项目
尽快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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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小伟）

小区出入口人来人往，是居民
进出的必经之地，也是小区的文明
窗口。但最近家住昌硕街道云鸿社
区芝里四区的居民们有点无奈，又
有点气愤，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小区
的出入口总是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建
筑垃圾，多的时候就像一座小山。

目前，当记者来到现场时，小

区门口的建筑垃圾已经被清理掉
了一部分，但仍然有一堆建筑垃圾
留在路面上，大部分是装修剩下的
砖块和其他材料的边角料，以及油
漆桶等。而就在这个出入口的围
栏里面，也被倾倒了一包包、一袋
袋的垃圾。不少小区居民对这种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表达了
强烈的不满。

随后，记者联系了昌硕街道云
鸿社区，工作人员赵海宁告诉记
者，他们从“五一”假期开始就陆续
接到居民的反映，在此期间也专门
组织工人对这些垃圾进行了清理，
但收效甚微，往往第二天又有新的
建筑垃圾堆放在小区门口。

对此，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
表示，随意倾倒建筑垃圾不仅是一
种不文明行为，也违反了相关法律
法规，接下来将会加强管理和宣
传，联合社区和公安部门加强巡
查，一经发现将依据《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规定》进行严厉查处。

在个性问题解决方案中找出共性难题解决思路

开发区以精准服务撑起企业发展“艳阳天”
拼抢五十天 喜圆高铁梦

天子湖镇集中攻坚
高铁新城建设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章婧
通讯员 沈斐然）

申嘉湖高速梅溪段鸡笼山隧道
旁的茶山上，一个多月前种下的银
杏、黄山栾树冒出新芽；茶山下，工
人们在完成清表的土地上种下树
苗。若干年后，公路沿线将呈现一
年四季、三色交替的美丽风景。

申嘉湖高速梅溪段的山林景观
变化是我县省级浙北生态廊道试点
建设的成果。在申嘉湖高速安吉段
先行启动试点建设，旨在生态保护、
修复的基础上，提升改造县域内高

速高铁、主要河流等重要廊道系统
沿线的生态和景观功能，也是今年
县资源规划局新时代“两山”试验区
建设重点项目之一。

据介绍，生态廊道建设根据
区位条件、景观现状、林分特点来
设计和实施。县资源规划局国土
绿化科科长诸炜荣说，对于现状
条件较好，但林相单一、色彩不足
的区域，要在林中空地补植落叶
树种，丰富景观层次；对于毛竹纯
林和茶叶纯林，则补植彩叶树种，
增加早春及深秋的景观效果。“鸡
笼山一带马尾松林病虫害严重，

我们在种植前完成了对林地病害
树材的清理，同时尽可能保留生
长良好的树木。”诸炜荣说，该段
道路沿线的茶园、松林、针阔混交
林、竹林混杂，景观破碎化严重，
且水土流失情况时有发生，通过
科学补植进行生态修复，在提升
景观效果的同时也可有效提高水
土保持能力。

此外，我县在推进省级浙北生
态廊道试点建设中，还紧紧抓住色
彩心理效应，通过引种银杏、玉兰、
黄山栾树等树种，让红、黄、橙、白等
多系色彩与绿水青山相结合，在营

建不同森林群落的同时，营造出丰
富多彩、令人愉悦、震撼心灵的景观
效果。

目前，申嘉湖高速梅溪段生态
廊道建设已完成苗木种植 1600 余
亩，首批种植计划将告一段落。

“试点建设完成后，将有效提高我
县森林面积。”县资源规划局总工
程师胡可易表示，通过打造山水
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浙北生态廊
道安吉样板，也将进一步优化我县
城镇空间布局形态，全面激活生态
涵养功能，助力生态建设和旅游产
业发展。

立足地域特点 科学设计实施

打造浙北生态廊道安吉样板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章婧）

昨天下午，安吉新闻集团游视
界平台推出的农产国潮直播助农计
划乌兰专场开播。化身“主播”直播
带货，效果让首次尝试的乌兰县领
导窦锦兵没想到，短短一小时就有
了满满的收获：“1064单，销售额超
5万元，太好了！”

直播间短短一个小时的呈现，
背后却是一星期的忙碌准备。选哪
些产品？怎么推介产品？为了这场

直播，安吉新闻集团游视界平台工
作人员和乌兰县相关负责人早早地
筹备起来。双方商讨确定，在“乌兰
境物”区域公用品牌中选取最具代
表性的农牧产品，以“县长带货”的
形式提升产品信任度。

乌菊、枸杞、高原藜麦、新鲜牛
羊肉……9款“乌兰境物”区域公用
品牌农牧产品在直播中一一登场。

“我们有目前海拔最高的高原菊花
——乌菊，它生来不同，绿原酸的含
量高于国家标准7.88倍。”“乌兰藜

麦拥有518项无农残检测，18道科
学工序，免浸泡技术。”……窦锦兵
对展台上琳琅满目的特色“网红”农
牧产品如数家珍，引来 1.6 万多人
次网友围观，收到 1.1 万多个点赞
和评论。

直播结束，窦锦兵直言意犹
未尽。他说，“乌兰境物”的品牌
产品是乌兰县品质农牧产品的
代表，也是重要的输出窗口；希
望通过直播的形式提升“乌兰境
物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知 名 度 美 誉

度，让乌兰的农牧产品卖出好价
格，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乌兰。“希
望在 9 月藜麦成熟的时候，把直
播间搬到藜麦田里，让全国的朋
友们一起感受乌兰的美。”窦锦
兵补充说道。

“乌兰是安吉的对口支援县，直
播助农计划开启乌兰专场，是我们
在疫情之下帮助当地拓宽农牧产品
销售渠道的尝试，接下来双方还将
在更多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县新
闻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新闻集团直播助农开启乌兰专场

“1小时1064单，真好”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建筑垃圾随意倾倒，
太不该！

从寒冬到热夏，他们走得不一般——

安吉民宿：这一“疫”，这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