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中 541分 高4.5分

二中 507.75分 高10.5分

三中 520.75分 高3.5分

五中 493分 高12.5分

六中 406分 高24分

八中 476.5分 高11.25分

十中 463.5分 高16分

十一中 444.5分 高18.5分

杭二中钱江学校 532.50分

杭高（钱江校区） 517.25分 高0.75分

杭二中（本部） 567.25分 高8分

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550分 高13.75分

长河高中（本部） 518.25分 高3.75分

杭四中（下沙校区） 539分 高5.25分

杭十四中（康桥校区） 515.75分 高7.25分

杭师大附中（本部） 518.75分 高5.75分

浙大附中（丁兰校区） 512.25分 高20.75分

第二批次（普高）
录取分数线 相比去年

第二批次（普高）录取分数线 相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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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区块链开发大赛初赛名单出炉

基于区块链和边缘计算的数据分布式存储系统

一言一钻

电子送达行为保全与追溯系统

区块链合同

易查证

区块大陆BaaS系统

食链网

链上签

斐德坊智慧城市区块链

国美延保链

Ques-Chain 谛听——基于盲签名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加密传输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枫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时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生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区块大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乎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京东振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国美金控

上海科技大学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

第三届中国区块链开发大赛初赛名单，正式出
炉！

大赛以“标准引领，应用创新”为主题，由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杭州日报报业
集团（华媒控股）、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区块链技术应
用产业联盟（凤凰社）承办，人民创投区块链研究院、
华媒智谷战略支持。

初赛评选名单正式出炉

本次大赛从4月启动以来，共收到近百个来自全
国各地的项目报名。本次大赛收到的项目质量及数
量皆超过往年，有来自企业，高校和个人的团队参赛。

大赛初评评审组由11名专家组成，初评专家在
区块链理论及应用实践方面皆有着深厚的技术背
景。经过慎重评选，最终40个项目入围复赛，排名
不分先后（名单详见表格）。

进入复赛的团队有15支团队来自北京、7支团
队来自上海、6支团队来自广东，其他12支团队分布

在江苏、浙江、天津、山东、辽宁和山西。这些项目涵
盖了供应链管理、教育就业、金融服务、社会公益、文
化娱乐、智能制造等多个方面。

欢迎参加大赛成果发布会

7月17日—18日，初赛入围的参赛团队还将展
开为期两天的封闭式路演，进行复赛和决赛。

7月19日，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峰会暨第三届中
国区块链开发大赛成果发布会将在浙江省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举办。届时，不仅会公布最后的得奖名单，
还将有部、省市领导、业界知名大咖和神秘嘉宾坐
镇，对优秀项目进行点评。

如果，你也想了解最新的区块链技术；如果，你
想与区块链业界专家探讨行业发展。那么，就一定
不要错过这场盛会！

关注“火鸟财经”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参
会”，即可获得更多大赛消息，也可索要免费的峰会
门票。

区块链防篡改监控及对比审计系统

基于恒为链的农产品溯源平台

基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重庆市养老产业供应链平台

基于区款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

基于联盟链身份标识校验的数字资产确权以及授权分发应用

溯源Baas服务平台

BEHM：一种面向资源融合的开放式装备协作保障平台

基于区块链的农药溯源应用平台

融印媒体素材交易平台

共享图书易货（去中心化的图书易货平台）

可信存证系统

智慧农业可信区块链溯源平台

赞链云

AI足球大师

基于区块链的公平PDF合同签署及保存系统

奢侈品家具溯源系统

区块链+AI大数据：智慧城市路面损毁发现

华大数据确权项目

渲客云

飞豹链IP交易联盟-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医享

SunshineInterview

顺路带

基于区块链的产销溯源扶贫平台

基于跨链技术的多平台评论系统

去中心身份管理平台

基于区块链的任务适配平台策略研究与实现

TRChain-泰信链

持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山东华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恒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个人

众安科技

赛嘉联科软件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赛嘉联科软件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五所

传化智联

西安西电链融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鸿与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版全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链通有限公司

智安链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个人

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

个人

深圳华大基因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思力科（深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科创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大学

思力科（深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大学

复旦大学区块链实验室

天津大学

浙江泰链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持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6月28日，萧山区养猪行业
协会举行第六届会员大会，换届选举产生
了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区领导沃岳兴、方
军出席会议。

近年来，萧山区养猪行业协会紧紧围
绕“减量与提质并举，治理与发展同行，保
供与生态共赢”的总体目标，积极开展行
业管理和引导工作。在发挥纽带作用上，
及时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维护会员合
法权益；在促进绿色发展上，不断完善和
提高养殖污染治理设施设备及治理能力，
创建市级美丽牧场7家；在规范行业行为

上，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车辆消毒，组织产
销对接，开展联防联控；在做好行业服务
上，举办了各类技术培训，实施生猪合作
保险，增强协会凝聚力。

畜牧业是我区农业五大特色优势产
业之一，生猪业又是其重头，占畜牧业总
产值的90%以上。会议强调，要紧跟国家
发展形势，迈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将生
猪产业做精做强做生态；要压实非洲猪瘟
防控责任，做到思想、责任、措施全到位，
全面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攻坚战；要充分发
挥协会的信息、组织等优势，进一步服务
好会员单位，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萧山
养猪业平稳健康发展。

■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沈国强

本报讯 昨日，2019年萧山区武术集
体项目展示暨瓜沥创建太极拳八法五步特
色小镇动员大会在瓜沥文体中心举行。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顾春晓出席活动。

太极拳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活动中，武术名家们分别
展示了陈氏太极拳、绵拳、太极剑、推手等
武术套路，充分展示了武术快慢相间、刚
柔相济、一气呵成，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息，
又似游龙戏水怡然自得。

动员大会上，瓜沥镇为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吕韶钧、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
委员会专家陈顺安，颁发了瓜沥创建太极拳

八法五步特色小镇专家顾问的聘书。太极
拳八法五步的创始人吕韶钧，还为广大太极
拳爱好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培训课。

据悉，我区历来重视武术事业的发
展，特别是近年来，先后举办了世界太极
拳健康大会、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萧
山国际武术文化湘湖论坛等一系列高规
格的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荣获了“省武术
之乡”的称号。作为亚运会武术比赛承办
地的瓜沥镇，将以创建太极拳八法五步特
色小镇为契机，以新近成立的区武术协会
瓜沥分会为引擎，进一步提炼特色、彰显
特色、展示特色，在全镇上下形成关心武
术发展、支持群众习武的浓厚氛围，喜迎
2022年杭州亚运会。

■记者吴瑾熠通讯员郑栋

本报讯 萧山的加装电梯工程，又
取得新进展。近日，北干街道星都社区
城中花园8幢、12幢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正式交付使用。“以前步行上楼起码要花
10分钟，现在安装了电梯不用走了，对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真的方便了
很多。”今年76岁的汤仁禄大爷说，政府
为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为了更好地
方便小区百姓，城中花园加装的两台
电梯，实行了“一梯一案”。“根据每幢
房子的实际情况设计并优化施工方
案，做到‘量身定制’。”区加梯办相关
负责人说，作为萧山首批申请加装电
梯的单元，城中花园两台电梯交付使
用，具有示范意义。

电梯井由水泥材质改为玻璃材质

对于老旧小区来说，加装电梯是否
影响采光，是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比如城中花园小区建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大多数是5至6层的多层，居

住的多数是退休职工。“加装电梯后，会
不会影响低层住户的采光，我们很关
心。”一位8幢的业主代表说，刚开始设
计时的方案，小区安装的电梯井是水泥
材质的，但大家觉得不透明会影响小区
的采光。

为了这个大伙的心愿，业主代表反
复和相关部门、承包商沟通，最终他们优
化电梯设计方案，将原本水泥材质的电
梯井改为玻璃材质，满足了大家的要
求。“玻璃材质的电梯井，既透明又好看，
还不影响小区低层住户的采光，两全其
美。”上述业主代表说。

此外，由于8幢位于小区的中间位
置，周边都是居民楼。为了不影响其他单
元楼的采光，加装在8幢单元楼东侧的电
梯，采用了“侧廊桥式”的安装方案。即从
电梯到业主家门口安装了3米长的侧连
廊，减少对旁边单元楼的日照影响。

直廊桥式 出电梯即是家门口

考虑到房屋结构和居民实际使用
情况，12幢单元楼的电梯安装方式，与
8幢不同。“采用了‘直廊桥式’的安装方

案，居民走出电梯门就直达家门口，不
用拐弯很方便。”区加梯办的上述负责
人说。

之所以采用不同安装方式，是因为
12幢单元楼，位于小区最侧面，东面没
有遮挡，所以不需要考虑其他单元楼的
光照问题。此外，由于两幢房子的楼层
数不一样，因此限载、限重都不一样。比
如8幢单元楼为5层，12幢为6层，前者
限载7人限重550千克，后者限载8人限
重630千克。

“除了电梯使用方便外，近30年的
步道楼梯也重新粉刷了一边，面貌焕然
一新。”家住12幢的吴阿姨说，现在感觉
自己住上了电梯“小洋房”。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进入
“电梯时代”。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3
台正式启用，13台已在公示期间或公
示已结束，24台即将进场施工或已经
施工。

萧山武术集体项目展示活动在瓜沥举办

萧山区养猪行业协会举行第六届会员大会

“一梯一案”我区新投用两台加装电梯

加装电梯 幸福民生

■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近日，2019年萧山区各类高
中招生第一批次（定向分配）、第二批次
（普高）、第三批次（职高、中专、技校）录取
分数线先后公布。

第一、二批次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

记者对比了去年各批次分数线，发现
第一、二批次录取分数线普遍有所上涨。

今年，第一批定向分配录取控制分数
线为482.5分，比去年要高10分。第二批
次（普高）录取分数线，也较去年有不同程
度地上涨。

录取分数线上涨，受多种因素影响。
今年竞争较为激烈，是因为考生人数增加
和高分人数较多。今年中考考生达到
12842名，比去年增加了1017人。550分

以上的高分达到334人，是去年的两倍。
此外，招生单位增加，也对中考录取

分数线有影响。如新增加的杭州第二中
学钱江学校，面向萧山招收240人，人数较
多；还有民办的文渊中学，也是今年首次
招生，面向萧山招收20人。加上萧山生源
对主城区高中就读意愿逐年增强，让今年
的优质生源争夺格外激烈。业内人士分
析，萧山高中教育维持已久的平衡格局已
经被打破，优质学校间的竞争将会为萧山
的学生带来更多的选择，也会带动教育质
量的提升。

第三批：重点专业录取分数线高

第三批次（职高、中专、技校）录取分
数线于昨日公布，不同专业存在不同情
况，有升有降。

根据所公布的分数线，今年录取分

数线在400分以上的专业共有14个，比
去年增加7个。这14个专业分别为：区
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的财经类（国际化方
向）、学前教育；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的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国际化方向）；
区第四中等职业学校的护理专业；区技
师学院的高端智能制造（机电一体化实
验班）、高端智能制造（数控应用技术方
向）、高端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方向）、
大数据技术应用（云网融合方向）、大数
据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方向）、机电一体
化（天津职教师资本科预科班）、自动化
（天津职教师资本科预科班）、计算机应
用技术（天津职教师资本科预科班）；杭
州技师学院的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浙江
省机电技师学院的会计专业。

“像财经类、学前教育、数控类等专
业，都属于学校的重点专业，报考人数会

比较多，录取分数线也会相对高一点。”区
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的沈波英老师说。“就

业前景，也是家长、学生报名的时候考虑
最多的。”区技师学院的励洁老师说。

中考各批次分数线出炉 普遍高于去年

■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戚天琪

本报讯 我区养老服务业协会近日
召开第二届换届选举会议，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领导班子。副区长陈琴箫、区政协副
主席施利君出席活动。

据悉，区养老协会自2016年成立以
来，坚持为萧山养老事业发展作贡献，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已成为助推我区
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该协

会聚焦行业需求，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工会
联合会，积极助推我区养老事业快速发
展；着眼老年人需要，创建“萧山区老年艺
术团”，开展“老年春晚”“庆重阳文艺晚
会”“爸妈达人秀”等精品文艺活动，努力
打造文化养老萧山样本；成立老年人法律
维权中心，开展公益维权宣传和咨询，维
护老年人权益。会议还听取并审议理事
会工作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修改协会
《章程》，表彰了先进。

我区养老服务业协会举行换届选举

昨日，萧山港航管理处联合新
塘小学开展“走进港航 喜看发展”
雏鹰假日体验活动，了解安全乘船
常识、防溺水知识等，提高孩子们
假期的自救自护能力。

记者丁毅通讯员来激扬摄

暑期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