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杨荣）9月16日－17日，

华成集团董事长沈凤飞、总裁沈波、

副总裁杨荣一行赴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与主管科技成果转化部门领导

分别会见，洽谈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9月16日，沈董一行拜访北京大

学主管科研成果转化的科技开发部，

科技开发部副部长郭蕾博士、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蒋云副院长、集成电路学

院王玮副院长、SOC研究所鲁副所

长等专家热情接待。

郭蕾副部长对华成集团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她表示欢迎像华成

集团这样优秀的民营企业来北大进

行科研成果转化对接，民营企业机制

灵活，对市场敏锐，之前有很多成功

的民营企业与北大成功合作，孵化出

一大批优秀的上市企业和行业领军

企业。

郭蕾副部长表示北京大学相当

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北大校长亲

自担任科技转化组长。科技开发部不

仅仅是校企对接的桥梁，还负责校方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恰当使用，为科研

团队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确

保知识产权转让或合作没有权益上

的瑕疵。

沈董表示此次来北京大学是来

学习取经的。华成集团是1970年代

创办的企业，一路走来见证了改革开

放以来国民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形

势，集团自身一直坚持稳健的发展理

念，资产实，负债率低，从无担保，取

得了很好的发展态势。2005年后陆

续参股投资了银行、证券、基金等项

目，取得不俗业绩。前两年投资了清

华大学教授领衔的生物医疗项目，项

目发展很快。集团比较关注大健康

和芯片领域的项目开发发展。

之后与会专家介绍了学校科研

团队的一些优质项目，有通过VOC指

标监测空气气溶胶从而快速检测新

冠肺炎病毒的项目，从开始检测到出

结果只需6分钟，该项目已经完成实

验室测试，技术路径相对比较成熟，

有依托于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大量临

床数据的肺癌液态活检技术项目。在

芯片方面，北京大学顺应国家芯片行

业形势，助力解决卡脖子工程，今年7

月新组建集成电路学院，王玮副院长

等专家教授介绍了集成电路学院的

情况和相应科研方向、发展成果。

17日，沈董一行来到清华大学

技术转移研究院，张鑫蕊副研究员首

先陪同华成集团一行人参观清华大

学科研成果展厅，之后，介绍了清华

大学最新的科研成果情况，同步了相

关信息。张老师表示去年新冠疫情发

生后习近平主席专题到清华大学调

研抗疫相关科研工作，勉励广大科研

工作者为抗疫多做贡献，广大清华师

生备受鼓舞，大家加班加点进行科

研攻关，出了很多优秀成果，其中一

个是新冠病毒抗体项目，可用于新冠

肺炎的治疗已经进入临床阶段，顺利

的话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沈董表示自己已经是清华大学

的常客了，对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

院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期盼在之前

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合作，创出更

大成绩。

同时在清华大学期间，沈董一

行会见了基础医学系林欣主任，华夏

英泰免疫治疗项目就是林教授实验

室的优秀成果转化结晶。林教授表

示华夏英泰项目从2019年下半年华

成集团参与投资后，发展成果喜人，

公司估值也从当时的3亿元人民币增

长到近期的12亿元，华夏英泰公司一

定会本着对投资人负责、对科研团队

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加大公司

科研力度，争取早日完成临床试验，

造福患者，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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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顶大吉
——华成地基参建的民生工程

本报讯（张培斌）2021

年8月1日，乐清市城中村改

造安置房（中心区D-a22地

块）建设项目首幢楼封顶，

杭 州 华 成 地 基 基 础 工程 有

限公司作为项目桩基和基坑

支护工程参建单位受邀参加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主办的乐清市城中村

改造安置房（中心区D-a22

地块）建设项目主体封顶仪

式。

乐清市城中村改造安置

房（中心区D-a22地块）建

设项目南至晨曦路，东至五

环路，总占地面积49705㎡，

建设规模194341.73㎡，是乐

清市城中村改造的重点项目

之一。主办方表示，自动工以

来，施工方全力稳定推动项

目建设，监理方严格把控项

目工程质量，所有参建单位

共同合力才造就这一高质量

的工程。

精心所致，精工造就。

随着主体封顶仪式的结束，

乐清 市 城 中 村 改 造 安 置 房

（中心区D-a22地块）建设

项目迎来了新的建设阶段。

双节期间
疫情防控“不放假”

本报讯（李丹丹）近期，邻省出现

本土疫情，此次疫情外溢风险较大。

“双节”期间，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等

活动增多，疫情传播风险也随之加大。

为确保员工的健康安全，巩固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华成集团遵循浙江

省疾控中心疫情防控指示，成立了疫情

防控小组。

疫情防控期间，为做好人员安全

筛查，华成大厦只保留一个出入口，并

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为避免高峰期人

口拥挤，疫情防控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在

出入口进行指导。所有人员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主动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

使大厦疫情防控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响应国家号召，构建群体免疫

屏障，目前，所有符合条件的员工都已

主动完成疫苗接种，同时为了减少员工

的感染风险，华成集团密切关注疫情动

态，减少非必要外出，合理安排出差工

作，并呼吁全体员工避免接触从境外或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归来或处于居家隔

离状态的亲朋好友，减少工作聚餐聚会

等聚集型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控。

疫情牵动人心，安危事在人为。在

疫情面前，华成集团每个人积极做好自

我防护，因为我们深知只有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好他人，华成集团全体员工携

手，仍然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严格

防控，共筑平安。

知名品牌宸山医美入驻
华成国际发展大厦

本报讯（傅琦）2021年8月，经过多

次友好洽谈，广州爱去户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与浙江华成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意向，签订租赁合同，并顺

利入驻华成国际发展大厦4楼。

广州爱去户皮肤管理科技有限公

司旗下品牌宸山医美秉承“定制美丽，

拒绝千篇一律”的品牌理念，专注于为

美而医，讲究细节、精细、严格，追求

亲切与自然，斥资千万引进国外医疗设

备，与顶级明星艺人深度合作，其连锁

店截至2021年达到60家，定制美丽的

服务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广州爱去户皮肤管理科技有限公

司此 次 入 驻华成 大 厦 租 赁面 积 约 为

2790㎡，华成大厦将积极采取措施满

足其经营所需求，为双方进一步更广阔

的合作奠定基础。

市“三会”召开
会长单位联系人工作会议

本报讯（洪洋）2021年9月3日，杭

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杭州市企业联合

会、杭州市企业家协会（简称“三会”）

组 织 召开 了会 长 单位 联 系 人 工作 会

议。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强煜出席

会议并作出重要讲话，会议由杭州市

“三会”副秘书长朱如江主持。

此次会议，各会长单位联系人在会

议上对各自企业、业务内容以及业务发

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进行深入探

讨交流。

会上，市“三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李强煜长首先对各会长单位以及

各位联系人对杭州市“三会”工作的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后对下一阶段的重点

工作进行了专业部署。李强煜表示要想

展现杭州企业的强大实力，就要做好

杭州市百强企业的申报工作，并提出会

长单位作为杭州市各行各业的龙头企

业要配合做好百强企业申报活动的要

求。同时市“三会”为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帮助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的社

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要多创造更多

对外交流的机会，利用好长三角合作机

制、南南合作机制这些平台与机会。

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李强煜主

张开展会长局长走进会员企业活动，以

更好地服务会员企业，帮助解决困难。

为更好激励会员企业的发展，李强煜主

张弘扬企业家精神，重点宣传报道企

业家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先进事迹，

并且加大优秀企业成功经验的宣传力

度，做好企业文化建设宣传，企业优秀

党建宣传、优秀企业文化宣传以及优秀

创新管理制度宣传。

通过此次会议的沟通交流，各会

长单位对下半年市“三会”的工作有了

清晰的认知。此次会议加强了企业间的

学习和交流，增强了企业生长活力，同

时也为各会长单位“三会”工作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明确方向。

华成集团赴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科研部门洽谈合作

沈凤飞董事长、沈波总裁、杨荣副总裁参观清华
大学科研成果展厅

沈凤飞董事长体验北京大学新冠肺炎快速检测技
术项目

集团与北大科技开发部等领导座谈

本报讯（傅琦）2 021年 8月2 0

日，浙江传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华

成科技大厦项目开展招商洽谈会，公

司总经理杨发根、副总经理李东锦

出席会议。

此次招商洽谈会共邀请了杭州

钜象房产代理公司、贝壳房地产杭

州分公司、杭 州尚 为房产 公司等 7

家中介以及渠道平台公司的14名代

表。

会上，浙江传代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领导小组就华成科技大厦写字

楼的招商招租 条 件、经营业态、优

惠政策等向客户作了详细说明，与

20多家有租赁意向客户就招商租赁

事宜进行友好洽谈协商，并且多家

租赁意向客户实地考察了大厦周围

地理位置、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

杨发根表示，此次招商招租将对诚

实守信、社会口碑好、知名品牌以及

特色品牌等商户优先准入。

华成科技大厦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周围配套设施齐全。项目

东至开元加州文化广场，南面直对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火车南站近在咫

尺。项目所在区域，涵纳了萧山人民

政府、萧山人民法院、杭州开元名都

大酒店等大型政府机构和商业配套

设施。

此次招商招租洽谈会标志着浙

江华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倾心打造

的华成科技大厦招商招租项目准备

工作全面启动。

华成科技大厦招商招租
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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