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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公布6月网络餐饮红黑榜

红榜商家6家 黑榜商家15家
全区上市后备企业培训会召开

聚焦“五企”培育 打造经济金名片

湘湖荷花庄，
工人正在给荷花
打药水。

网友未来蓝天 摄

萧山融资担保公司发布“助企纾困”八大新举措

我区企业融资再获“金融活水”

我区举办“自动控制技术”技能比武电视擂台赛

本报讯（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俞秀
春）日前，2021年度萧山区数字经济梯队
企业名单出炉。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共
10家企业入选。

其中，杭州中车时代电气设备、赛晶
电子、杰牌传动、杭州艾勒维特传动科技、
速博雷尔传动机械、红山磁性材料、之江
开关等7家入选“骏马计划”企业名单。浙
江顺路物流、浙江京鸿供应链管理、杭州
顺丰智达物流等3家入选“千里马计划”企
业名单。

临空经济示范区深化与浙电合作，共

同打造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对自贸区空
港板块建设情况进行展示，并与省自贸试
验区态势感知平台互联互通，数字赋能自
贸区建设。积极协同杭州海关、钱江海关
等部门，加快空港综合保税区申建，进一
步梳理前期储备项目，目前已确定拟入区
项目17个，并有重点地推动相关项目做好
入驻综保准备。

今年以来，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作为
全区八大兵团之一，积极围绕“生物医药、
数字贸易、航空服务”三条产业链，加快重
大项目推进，打造特色鲜明且具有持续竞

争力的临空产业集群，奋力跑出临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数字等产业“赋能”快速推动临空经
济发展。据介绍，2022年1-4月，临空兵
团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17.82亿元，现价
增长17.0%，可比价增长7.8%。实现规上
工 业 总 产 值 110.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0%。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
月止）7.63亿元，同比增长45.8%。实现生
物医药产值2.45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39.1%，完成进度快于时间进度6个百
分点，同比增长33.9%。

本报讯（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庄映
泉） 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开展网络餐饮专
项整治行动，近日，6月网络餐饮红黑榜出
炉，涉及不少小吃店、蛋糕店，其中红榜商
家6家、黑榜商家15家。

6家红榜商家分别是：位于萧山银隆
的赵景原小吃铺，星巴克建设四路店，位
于萧山万象汇的和府捞面和陇上秦轩·陕
西面食肉夹馍，位于萧山宝龙广场的“鱼
你在一起”酸菜鱼店。

15家黑榜商家分别是：位于瓜沥的贵
州米线、十三香龙虾，位于城厢街道的紫
罗兰烘焙，位于新塘街道的王小二龙虾、
汁味龙虾农家菜，位于所前镇的蛋糕花乐
派·鲜花生日蛋糕，位于蜀山街道的开宇

小吃店、开元冰淇淋生日蛋糕店，位于北
干街道的江川右·一家有态度的粥店、顶
尚迷踪蟹，位于盈丰街道的黑汉堡店，位
于宁围街道的衢州菜·小吃店，位于红山
农场的聚川园·川湘菜、黄焖鸡米饭（协和
店），位于新街街道的川锦烧鸡公店等。

执法人员介绍，自今年1月19日开展
网络餐饮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重点检查餐
饮单位是否持有证照、是否落实食材采购
索证索票、是否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
具、餐饮具是否按规范清洗消毒、是否使
用过期食品、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是否良
好等。此外，还对网络餐饮单位是否在网
络平台经营者信息页面以视频形式实时
规范地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是否规范

使用外卖封签进行全面检查，对未按规定
落实上述要求的网络餐饮单位，进一步加
大处置力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抄告平台，
直至下线。截至6月20日，全区累计检查
网络餐饮单位3025家。

据了解，该专项整治行动将贯穿全年，
区市监局每月计划至少完成100家入网餐
饮单位的现场检
查，并对检查存在
问题较多的单位每
月进行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

本报讯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王英） 近日，区发改局（金融办）组织
召开全区上市后备企业培训会，各平
台、镇街相关工作负责人及40余家拟
上市企业高管参加。

培训会包括专题培训和“专家会
诊”两个环节。专题培训环节，金融科
宣讲了市区两级“凤凰行动”支持政策
和相关服务事项，坚定了拟上市企业
的信心；券商和律所的资深专家分别
介绍了当前IPO审核政策最新趋势、
企业股改规范相关问题等，深化了拟

上市企业的认识。“专家会诊”环节，中
介机构的专家跟拟上市企业进行了

“一对一”答疑解惑，让拟上市企业更
加清晰了上市路径、上市节奏和上市
目标。

今年以来，区发改局（金融办）持
续推进“凤凰行动”，深入挖掘上市后
备企业，一手抓上市培育，一手抓问题
协调，不断加强上市梯队建设，全力打
造资本市场“萧山板块”。截至目前，
申报企业4家，辅导企业8家，储备企
业42家。

本报讯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李
英）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新时代工匠培
育工程，加大制造领域技能人才培养
力度，日前，由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团
区委联合主办的“自动控制技术”技能
比武电视擂台赛在萧山技师学院圆满
结束，来自全区的61名职工、55名学
生参赛。

本次竞赛分职工组与学生组两个
组别，参赛选手需要进行理论知识和
实践操作两项比赛。该赛项以典型的
工作任务为考核载体，通过电路连接、
参数设置、PLC及触摸屏程序编写、系
统联调等考核，全面检测参赛选手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职业素养等综合能
力水平。

理论知识竞赛采用纸质试卷，时
间30分钟，包含维修电工中、高级相关
知识。实践操作比赛时间为150分钟，
选手们按照系统控制要求，完成PLC

的IO分配表，按图完成PLC电路连接
（不含主电路）和相关元件参数设置，
编写PLC程序及触摸屏程序，完成后
下载至设备PLC及触摸屏，并调试该
电气控制系统达到控制要求。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经评委严
格评审，职工组来自杭州国维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的蔡羲、杭州萧山污水
处理厂的蔡岳桓和万向钱潮股份公司
的张灿明被授予萧山区“第十九届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学生组来自萧山技
师学院的施弘力、陈超、沈宸宇被授予
萧山区“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
次技能比武电视擂台赛，不仅提升了我
区自动控制技术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
也激发出全区学习自动控制技术的热
情，为企业发展和行业改革作出贡献，
为我区打造全省制造业高质量示范区
和新制造中心提供人才支撑。

万向钱潮：创新驱动 做精主业

10家企业入选“萧山区数字经济梯队名单”

临空经济示范区打造“数字企业战队”

■记者 周珂

前不久，万向钱潮完成对万向一二三
的投资。万向钱潮负责人告诉记者，锂离
子电池应用广泛、市场空间巨大，万向一
二三技术实力雄厚、行业地位领先，可与
万向钱潮形成产业协同，为今后万向钱潮
布局新能源汽车标准底盘的研发奠定产业
链基础，符合万向钱潮的发展投资战略。

这是万向钱潮顺应汽车行业“新四
化”迈出的脚步之一。在布局底盘领域控
制系统方面，万向钱潮已将新能源汽车标
准底盘的研发列入重点创新工作计划。
为实现底盘电控与动力系统电池的有机
结合，万向钱潮在2021年投资了上海芯旺
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推进车规级底盘
MCU芯片的联合研发与量产应用，将来
应用于标准底盘，提升公司系统集成核心
竞争力。

在汽车电控方面，万向钱潮针对汽车
制动控制系统以及电控悬挂系统，主要布
局了汽车底盘电控系统及关键零部件。

具体来说，其自主研发的电控产品制动防
抱死系统ABS、电子驻车系统EPB已量产
多年；自主研发的车辆稳定控制系统ESC
在2022年1月开始量产；自主研发的电子助
力器Qbooster于2019年启动，目前产品研
发、测试已经完成；自主研发的线控制动系
统OneBox于2019年启动，计划2024年量
产；自主研发的底盘悬挂系统双模态电控
减震器已经量产，阻尼连续可调电控减震
器也在研发中，计划2022年达量产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工信部2022年第10
号文件公告，批准发布了一批行业标准，
其中包括万向钱潮主持制定的汽车行业
标准QC237-2022《汽车驻车制动器性能
台架试验方法》。据了解，这是万向钱潮
首次制定汽车制动器行业标准，新标准将
统一驻车制动器的台架测试方法和标准，
指导相关企业进行驻车制动器开发设计
及应用验证等技术研究工作，模拟实车道

路驻车性能测试，为缩短驻车制动器实车
道路匹配时间、提高匹配成功率奠定基
础，从而促进我国制动器行业技术水平提
高，带动关联行业产品发展。

标准是企业的品牌和技术名片，是企
业在行业中地位的体现。为加大创新力
度，在创新科研平台方面，2019年，万向钱
潮建成万向第二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并创建了万向钱潮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在创新体系方面，其逐步打造系统化协同
创新机制，并打造各专业产品的数字化创
新平台。

成绩是最好的证明。在国内外经济
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万向钱潮今年一
季度实现开门红：实现净利润2.6亿元，同
比增长58.15%。接下来，万向钱潮将全力
巩固既有市场份额，强化产品优势，努力
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推进数智赋
能，攻关“卡脖子”技术，继续引领潮流。

本报讯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董
颖）勇担职能，彰显社会效益；扩大规模，
服务实体经济；降费让利，减负小微企业；
普惠共富，激发创业活力；降低门槛，开辟
绿色通道；协同赋能，创新业务产品；科技
赋能，提高担保效率；保投联动，探索共赢
模式。这是我区日前出台的又一项“助企
纾困”金融新举措，为我区企业融资再获
新渠道。

为切实发挥金融助企作用，助力经
济稳进提质，日前，萧山金控集团主办、
萧山融资担保公司承办了“稳进提质·
助企纾困”专项帮扶行动座谈会。区发
改局、区经信局、人民银行萧山支行等
相关部门，围绕近期出台的助企纾困政
策作了解读，对企业提出的需要帮助解
决的困难进行现场回应。并表示将全
力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推动各行业、各企业加快回归正常
经营轨道。

会上，萧山融资担保公司发布了“助
企纾困”八大举措，同时与浙江省股权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了“私募可转债+担
保”业务战略合作协议。该业务模式为萧
山融资担保公司助企纾困的一项重要举
措，服务对象主要为区内“专精特新”类企
业、科创助力板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该产品为企业开辟了直接融资新渠道，也
为萧山融资担保公司和资本市场合作共
赢探索了新路径。

金控集团自成立以来，积极发挥集
团基金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金融手
段，快行动、重落实、解难题、促发展，全
力引好“金融活水”，护航实体经济稳健
发展。据介绍，下一步，金控集团将积
极发挥金融杠杆、金融融通和政策性融

资担保作用，切实为企业办实事、出实
招、求实效。同时，积极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谋划开展常态化政银企对接活
动，保障“供需”信息高效互联。另外，
还整合各方优势和需求，找准多方供需
平衡点，加强与银行间、企业间互利互
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和资源的
合理配置，推动“金融”“实体”间的合作
共赢。

本报讯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冯
佳程） 近日，信息港企业一知智能完
成超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由凯泰资
本、亿联凯泰以及中信证券投资共同投
资。本轮融资资金将用于算法开发、产
品升级、团队建设与新业务开拓。

一知智能成立于2017年，创始团
队来自浙大人工智能研究所，是一家
专注于人机语音交互技术，赋能企业
触达用户并实现精细化智能运营的
SaaS服务商。企业凭借自研的语音识
别、语义理解和语音合成三大人机交
互核心算法，为零售、生活服务等泛消
费行业，以及公共服务提供AI场景化
智能服务。一知智能先后获评杭州市
领军型创新团队、浙江省高新技术企
业研究开发中心等。

一知智能将自己定位为技术研发
型服务商，通过人机对话技术的不断
迭代来做深消费品牌的会员智能化服
务。从这一定位出发，近年来一知智
能在核心技术上进行了升级。

凯泰资本表示，一知智能在智能
外呼及智能营销领域处于领先位
置，凯泰资本投资一知智能，希望将
大数据算法与智能语音交互技术融
合创新，推动商业营销领域的数字
化变革和智能化连接，为创造者经
济生态赋能。

亿联网络表示，人机交互语音技
术在商业场景落地，离不开算法、算力
和数据三者的结合。希望通过此次投
资行为，助力一知智能在人机语音交
互技术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成为业内
领先的人机语音交互服务商。

中信证券投资表示，一知智能已
在泛消费领域得到KA客户的广泛认
可，并处于高速发展期，有望成为未来
人机语音交互领域的领军企业。

一知智能创始团队表示，一知智
能将用正确的方法找到产品研发与业
务增长的价值实现最短路径，让越来
越多的人可以“简单工作”，让人回归
人的价值。

本报讯（记者 周珂）近日，九州
量子喜获多项发明专利——“一种
QKD网络与经典密码算法融合的量子
密钥分发方法”“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
量子密钥云安全态势感知方法”“一种
QKD网络的虚拟化方法及量子密钥云
平台”等技术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授权。至此，九州量子今
年已累计获批发明专利15件。

专利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是企业通过科研投入创造出的
重要财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具有巨
大的商业价值，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
利器。相较于其他专利类型，发明专
利的授予条件更为严格，其申请难度
较大、审查时间较长，商业价值更胜一
筹。发明专利可以有效保护企业的核
心技术，助力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产业
引领。

截至目前，九州量子共提交专利
申请超150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
50%。专利涵盖单光子检测、量子编码
和传输、规模化组网、密钥管理、密钥
云服务等核心技术，对自主研发的量

子通信产品和融合应用产品形成了有
效保护。

作为全球少数几家真正拥有量子
通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之一，九
州量子一直加强科技研发投入，积极
开展技术创新，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和
应用推广，保护发明创造成果，引导员
工将工作中取得的有实际价值的技术
转换为专利成果。

去年，九州量子还专门修订印发
了《企业专利申请与奖励办法》，持续
加码对科研成果的奖励力度，进一步
激发了员工主动申报科研成果的积极
性，为提升产品创新能力与企业影响
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九州量子董事长周琛表示，“关
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的。唯有加快创新能力，不断自我
更新，企业才能维持旺盛的生命力，
不断壮大自身发展。我们始终坚持
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致力量子科技
的产业化应用，让量子科技在保护网
络信息安全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一知智能完成B轮融资 用于算法开发等

九州量子今年已获批发明专利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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