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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转化为“金融价值”

全区首笔！
“版权+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发放
本报讯 “虽然钱不多，
但对我们而

不断加强与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的沟

近年来，瑞丰银行不断创新融资担

言真的是雪中送炭。”近日，绍兴踏恩绣

通，走访摸排辖区内拥有印花版权、绣

保方式，
联合区市场监管局、
区金融办举

品有限公司收到了一笔 50 万元的信贷

花版权的对象企业，了解到“踏恩绣品”

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银企对接会，引

资金，
跟别的贷款需要实体抵押物不同，

有此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后，即发放

导企业挖掘知识产权的价值，明确商标

这笔贷款的抵押物是该公司“绣花版

了这笔创新型质押贷款。这不仅是全

专用权、
专利权质押贷款支持范围，
并专

权+150 万元的应收账款”，这也是全区

区落地的首笔版权相关质押融资的

项开发“英才通”信贷产品，改善小微企

首笔
“版权+应收账款”
质押贷款，
有效地

业务，更是该行利用印花（绣花）版权

业融资条件，为当地科创型小微企业拓

干燥天气，加上气温抬升，山上

将
“文化资源”
转化为了
“金融价值”
。

拥有企业集聚的区域特色，践行融资

展融资渠道。目前，该行商标权质押、专

活动作业有所增加。为此区森林

示 范 点 的 社 会责任，为文化金融改革

利权等质押融资业务余额达8170万元。

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各地，加

（全媒体记者 许镜蕾 通讯员 陈鲁颖）

强对山上用火人员的管理，做好

据了解，作为柯桥区文化金融改革
知识产权融资首家试点银行，瑞丰银行

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板。

天气干燥且转暖，区森
防办提醒

加强森林防火管控
本报讯

近期出现连续晴朗

灭火抢险应急准备，防止发生森
林火灾。
新年前后接连两次寒潮，山
上的枯树落叶明显增多，最近几
天气温持续回升，最高气温达
20℃，据统计，去年 12 月 1 日

政策红利送市场

到今年 1 月 11 日，我区平均降
水仅 22.4 毫米，仅为常年平均
的 27%。而当前农村野外用火

为广泛宣传新增市场采购贸

行为有增加趋势，特别是秸秆的

易方式试点，提高市场经营户和

焚烧、上坟祭祖用火、非禁放区

外贸公司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

燃放烟花爆竹等，成为引发森林

知晓率，提升柯桥市场经营户和

火灾的最大隐患。

外贸公司的参与率。昨天，轻纺城

区森防办提醒，抓好森林防

建管委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东市

灭火，关键在基层，各有关镇街

场、北市场、东升路市场及坯布市

一定要加强防范和管理，尤其对

场，向商家精准、
“零距离”宣传

山上或临近地域的用火管理，严

这一政策。

厉执法打击这种违法行为；要组

全媒体记者 姚陶祎 文 徐晔 摄

建好森林灭火的队伍，做好打火
机具等相应物资准备，抓好灭火
技能培训；要加强宣传，用好应
急广播和巡回车的宣传工作。同

一拔二拿三压，保安大叔上演教科书式灭火

时，区森防办要求气象部门加强
气象预测预报，及时发布森林火

20 秒，火灭了！
本报讯 “我的电动车着火了，
快帮
帮我，上面还有客人点的外卖呢……”1
月 7日下午3点半左右，柯桥聚银时代门

险等级，如有必要，将建议区政
府于近期出台禁火令。
据悉，去年 11 月进入森林

灭火器对准起火的部位猛喷，很快就把

哥保住了电动车。
“我的收入不高，
如果烧

防灭火期以来，区森防办已发出

火扑灭了，整个过程仅用了20秒。

坏了再买一辆，
要花不少钱，
太感谢了！
”
事

了 《关于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

后，
外卖小哥握着唐松祥的手激动地说。

工作的通知》，提出火源管控到

据了解，这名保安大叔叫唐松祥，

口，一名美团外卖小哥一边喊一边跑

是柯桥聚银时代微型消防站的成员之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
发现电动自行车

位、应急准备加强、宣传教育强

进商场寻求帮助。

一，平时经常定期参加单位组织的消防

起火，
要立即断开电源后使用干粉灭火器

化等要求。首次举办了区森林消

商场里的保安大叔见状，立即拿起

安全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学习掌握了

进行扑救。
如果短时间难以控制火势，
应

防技能比武活动，对冬春季森林

离自己最近的灭火器冲到起火的电动车

不少初起火灾的灭火技能，所以才做到

迅速撤离火灾现场，
并拨打报警电话。

防灭火做了周密安排部署。

前，一拔、二拿、三压……保安大叔用

临危不乱，以教科书式的操作帮外卖小

（全媒体记者 许镜蕾 通讯员 郑兰）

（全媒体记者 陶文强）

关于 2020 年度绍兴市柯桥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师资格评审结果公示
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柯桥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柯组 〔2020〕 33 号） 文件精神，经本人申报、所在镇 （街
道） 党委 （工委） 初审、应知应会笔试、现场面试答辩和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拟晋升丁洪伟等 31 人为中级党务工作师和初级党务工
作师，现予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如有异议，请及时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公示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
联系人：毛学军；联系电话：84126070。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组织部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委两新工作委员会
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一、中级党务工作师名单 （3 人）
丁洪伟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房涛荣 浙江雅琪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
金素芳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二、初级党务工作师名单 （28 人）
李晓峰 华东医药绍兴有限公司党支部
吴新娟 柯桥区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董红敏 柯桥区华舍街道楼尚我家党总支
孟小荣 绍兴智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党支部
王红雷 绍兴会稽山米业有限公司党总支
王金淼 绍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党支部

詹 翔
夏 超
张燕娜
章小军
龚征兵
陆惠萍
钱 波
唐卫良
张 雯
张嘉浩
钱 栋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发宝经编织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浙江锦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
浙江天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党总支
绍兴海通印染有限公司党支部
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党支部
浙江环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党支部

刘卓燕
韩增钢
朱钢明
钱 涛
吴连华
凌 芳
杜宇倩
许 涛
陈 鑫
徐 超
周 琴

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党支部
浙江绍兴昕欣纺织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
浙江中科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浙江荣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
浙江建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党支部
绍兴邦德助剂有限公司党支部
绍兴市建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绍兴双月汽配有限公司党支部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绍兴市柯桥区个民协会市场先锋党总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