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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船精神 奋斗高质量发展

我市四家企业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
■记者 钱海飞

一总投资 12 亿元项目签约落户长安镇（高新区）

通讯员 赵琼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
到，在本月 7 日开幕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浙江鼎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海宁市众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
胜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宁正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四家海宁企业携手亮相大
会。同时，长安镇（高新区）一总投资 12
亿元项目在会上成功签约。
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黑科技”是
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最吸睛的热门科
技。
“ 我们自主开发了 APP 通过互联网连
接养花机，可以在鲜花缺水、缺肥的时候，
通过手机消息推送提醒养花人，实现智能
养花。”胜百科技研发的一款室内养花“神
器”——慕奈花舍智能养花机，在大会上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养花机将云计算、物联网与传统农业
技术相结合，利用 LED 光源模仿模拟室外
光照，1:1 还原太阳光谱，全方位满足植物
在室内环境下的补光需求，将原本只能在
室外种植的鲜花，转移到室内和任何需要
环境美化、陶冶情操的场所。近年来，企
业系列产品在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农业
相关技术方面不断进行产品开发和迭代，
在国内已经处于技术领先水平。
帘到家是海宁市众越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旗下品牌，已三次亮相世界互联网大
会，今年还设立了帘到家品牌宣传区。
“我们结合窗帘的特性，打造了一个
线上下单、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众越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忠跃表示，窗帘需
要设计、上门尺量、安装，消费者对款式、
质感都有要求，企业通过大数据运营，创
新推出 S2B2C 的模式，以“互联网+”和“实
体店+”的双“+”思维，实现线上浏览、线下
体验、一站式 2 小时极致服务，为客户带
来前所未有的便捷。目前，帘到家已在全
国建立了 1500 多家线下门店。

校企共探科研与创新
开创合作双赢局面
■见习记者 马银淇

帘到家在互联网大会现场的展位。
（部门供图）
同时，帘到家还致力于企业从制造
向智造的转型，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为
厂家研发制造提供必要依据，实现厂家
精准研发，助力海宁家纺布艺产业转型
升级。
另一边，鼎昇科技则带来了最新产
品，一块薄薄的智能显示玻璃，仅需切断
电源即可换至不透明状态，可以保护隐
私，还可以作为背投影屏幕使用，适宜灯
光下可呈现完美投影效果。
企业负责人高昇表示：
“当通电时，膜
内液晶分子实现有序排列，玻璃就转换成
透明状态。通过电场作用，实现显示状态
之间的随意切换，从而实现‘智能变色显
像玻璃+智能零售柜体+大数据分析’的硬
件展示需求。”据悉，这款调光玻璃有着 13
年的研发经验，并拥有专利，已经进入地
铁、酒店、医院、银行等领域，成为行业内
的“独角兽”。
作为我市新能源行业的领军企业，正
泰新能源将“互联网+智慧能源”理念带到

了互联网大会现场。近年来，企业不仅建
成了全球首家“光伏制造业+互联网”透明
工厂，还依托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强大优
势，在光伏组件生产方式上实现了全自动
流水线式的变革，
更是融入了
“互联网+”
元
素将光伏产品从一件工业品变成消费品。
世界互联网大会积极将
“会议效益”
转
化为“经济效益”，举办了“直通乌镇”总决
赛暨嘉兴数字经济强市建设发布会。记者
了解到，在项目签约环节中，我市长安镇
（高新区）和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牵手”，项目拟在高新区新增用地
100 亩，
实现 PCS 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
光电
部品项目的生产，
计划总投资达 12 亿元。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大
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了解到更多共享
经济、
物联网技术、
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和
商业新模式，我市将继续围绕两化深度融
合，
着力培育壮大一批示范试点企业、
大力
推广应用一批
“互联网+”
工具，
实现制造与
先进互联网技术无缝对接、
健康发展。

市政协党组
开展第二次解放思想大讨论
■首席记者 万姗

出比学赶超计划，推动政协工作进一步
改进和优化。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
会议指出，要切实推进政协协商监督
（扩大）会议，开展第二次解放思想大讨
工作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协商监督工作
论。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周红霞主持
的延续性、系统性，保持对重点民生课题
会议。
关注的“持续热度”。坚持协商“1+3+3+
会上，与会人员通过视频重温了一年
N”与监督“专项+3+N”的总体架构，重点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发表
在课题深入调研上下功夫，确保调研报告
的重要讲话，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
有干货、实打实。
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同时，围
要打造高素质政协委员队伍。高标
绕“重温南湖重要讲话，弘扬红船精神， 准、高规格组织委员学习培训，深化委员
当好弄潮儿”这一主题分别进行了交流 “四季讲堂”等平台建设，鼓励委员展示才
发言，从协商监督、队伍建设、团结统战
华、相互学习。完善“请你来协商”网上平
等方面，按照市委提出的“对标余杭、学
台等活动载体，加强政协组织与界别群众
赶余姚”要求，结合前期找差距情况以及
的互动交流。
考察余杭、余姚等地学习的先进经验，提
要进一步发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

织的凝心聚力作用。建立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固定活动
机制，精心组织各类调研视察与座谈交流
活动，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开展委员统
战能力培训，推动委员汲取中华文明的协
商共治传统、天下为公的政治情怀，着力
增进最大共识度。
会议强调，市政协落实比学赶超计
划，要进一步凝聚学赶先进的共识，面对
新时代新使命，政协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
为；要汇总好学赶清单，将会议成果巩固、
扩大、转化为提升工作的强大动力和科学
方法；要细化学赶举措，将上级政协新要
求结合到明年市政协工作思路谋划中，为
海宁争当“两个高水平”建设排头兵作出
新的贡献。

海宁市区中丝三厂区块施工封道的通告
因海宁市区中丝三厂区块改造工
程建设需要，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 39 条之规定，现就该区
块道路交通封闭及交通组织措施调整
等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1
月15日，
对市区联桥路联桥南侧至虹桥西
侧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非施工车
辆和人员通行。
2.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提前调整出行
路线，经过上述路段按施工期间交通标

志的指示通行，并服从交警及现场交通
管理人员的指挥。因施工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海宁市文旅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 年 11 月 10 日

本报讯 昨日，首届浙江大学伊
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
（ZJUI）与海宁企业交流会在浙江大学
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举行，
旨在通过交流与探讨，与海宁企业碰
撞出科研及创新方面的合作机会，搭
建校企合作平台，开创校企合作双赢
局面。
座谈会上，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
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执行院长
P.T.Kerin 以“创造未来：浙大国际联合
校区将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引领中国
工程教育”为题，对学校相关内容做简
单报告。
随后，浙江大学教授以及科研人
员与本地企业代表围绕未来材料、可
持续性发展与海宁环境、数字化（智
能）制造和大数据管理三个主题进行
深入交流，介绍了纳米材料、生物材
料、先进半导体等前沿科学研究及相
应领域的应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
伏）、水和空气监测、智能基础设施及
其他领域前沿科学研究在相关领域的
实践，机械生产制造、城市系统、大健
康服务等数字化（智能）制造和大数据
管理相关研究课题。

11 个在建项目
工地“红”了
■见习记者 褚晶君

通讯员 钱兆华

本报讯 为深入实施行业系统
“红色领航计划”，加快推进全市建筑
行业党建工作提质扩面，对标先进、专
项 破 难 ，11 月 9 日 我 市 召 开“ 红 色 工
地”创建推进现场会，动员部署今后三
年全市“红色工地”创建的目标任务，
并对全市 9 家企业的 11 个在建项目授
予了“红色工地”标牌。
会上，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鸿翔
远大 PC 工厂项目、文苑路道路工程项
目现场，集中观摩学习施工一线的党
建阵地建设。
据悉，经过 2016 年的试点先行、
2017 年的优化服务、2018 年的提质扩
面，我市工程造价 5000 万元以上、工期
1 年以上的建筑工程项目中，已有 11
个项目完成临时党支部组建，58 名流
动党员纳入管理网络，达到了全省“六
有一好”标准，完成率达 31.43%，领先
嘉兴地区。
接下来，我市将依托本市建筑施
工企业组建临时党支部试点经验，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六有一
好”建设，力争到 2020 年末，实现我市
“红色工地”建设基本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