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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朱迪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夯实平安建设基础，昨日，我区
召开平安建设暨镇街“四个平台”推进
会，各镇街信息综合指挥室设分会场。
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
区以“四个平台”为主体的治理体系已
基本形成，智慧应用建设基本成形，但

仍存在各镇街进展不平衡、部门推进
力度有待提升、指挥室功能尚未充分
发挥等问题。

对下阶段工作，赵立明提出了三
点要求。一是要加强领导，完善提升，
形成合力，补短板、增合力，持续推进
四个平台建设。镇街层面要全面推进
全科网格建设，发挥网格员“全科”作
用，切实发挥综合指挥室的作用，做到
指令下达畅通、会商研判及时、值班值

守在岗。区级层面确保派驻机构各项
具体任务能责任到人、落实到位，通过
健全制度机制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是要少失分、多加分，坚决守住平安
创建底线。平安创建的内容和范围非
常广，各级各部门要积极争创加分，做
到扬长避短，保持良好劲头，让更多人
知晓平安萧山、参与平安，全面迎接三
率测评。三是要抓稳控、严纪律，决战
决胜十九大维稳安保。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认真落实值班执勤制度，坚决实
现“六个严防、三个确保”目标，扎实做
好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会上，区委政法委通报了我区平安
建设和镇街“四个平台”进展情况，并对
下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区市场监管局
就镇街市场监管平台推进情况作了交
流发言，瓜沥镇和闻堰街道就“四个平
台”推进和平安建设情况作交流发言。

我区召开平安建设暨镇街“四个平台”推进会

为期3天的第七届中国智
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
近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
开幕。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
引领者和“中国制造2025”的
推动者，杭州新松推出了7自
由度协作机器人、4kg轻量化
高精度机器人等新一代研发产
品，涵盖工业、商业、公共服务
等领域，成为现场观众追逐的
焦点。

记者丁毅
通讯员姜杨咪摄

新松机器人
亮相智博会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日前，一批由意大利进口，
数量594箱，货值20234.02欧元的爱爵
干红葡萄酒，经萧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查验合格后，顺利进入萧山市场。

据了解，该批货物是从上海洋山港
入境，在口岸进行集装箱体表防疫消毒
处理后直接把货拉到了萧山，集装箱检
疫和货物的品质检验均在萧山完成。这
是萧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首次启用“进

口直通”模式，开展进口食品的检验检疫
工作。

那么，什么是“进口直通”？据工作
人介绍，“进口直通”即进口直通放行，是
指对符合条件的进口货物，口岸检验检
疫机构不实施检验检疫，货物直运至目
的地，由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
检疫的放行方式。该模式由以往口岸、
内地二次报检转为一次报检，有效节省
了货物通关时间和口岸滞港、仓储等费
用，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大提高了

货物进口贸易便利度。
作为萧山首个通过“进口直通”模式

进口食品的企业，萧山进出口食品有限公
司的袁经理介绍说，以前进口食品需要在
上海口岸报检，下沙口岸转关，周期长，费
用高。现在，“进口直通”可以让我们的货
物直接运到萧山检验检疫部门，每批产品
通关时间至少减少2天，减少了报关费、监
管运输费等费用，每个货柜至少降低2000
元成本。在进口意大利红酒后，萧山进出
口有限公司又通过“进口直通”模式，进口

越南的果汁饮品、新西兰的蜂蜜等产品。
“进口直通”模式，加快了产品进入

国内市场的速度，帮助企业更好适应市
场行情变化，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
运营竞争力。萧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专人负责进口直通工作，主动对接进口
企业需求，相继实现浙沪、浙甬进口直
通零的突破，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萧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已实现进口直
通915个标箱、5171.88万美元，进口直
通量位居全省系统前列。

▉记者蒋超通讯员洪美娜

本报讯 省科学技术厅公布了141家
2017年度省级众创空间名单。萧山有3
家上榜，其中钱江世纪城占据两席，分别
是位于杭州市信息安全产业园的中联创·
众创空间和映想空间。

中联创·众创空间由杭州中广物业
管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创设，与浙大网
新开展合作运营。该空间定位为影视
文化及互联网跨境电商的创业创新基
地，同时吸纳产业链相关领域的创业团
队，为入驻团队提供创业指导、工商、
财务、法律咨询、资金对接等相关创业
服务。

入选的另一家省级众创空间是映想
空间，面积达2000多平米，是一家以文体
产业为主导的新型孵化空间。该空间设
有天使投资基金3000万元，以“互联网+
文化、体育、影视”等产业为导向，通过资
源整合、资本进入、产业链接、信息化平台
建设，强有力地保障项目发展，从而实现
平台价值和投资盈利。

首批“进口直通”食品入萧

钱江世纪城再增
两家省级众创空间

▉记者郭立宏

本报讯 10 日，杭萧钢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萧钢构）与飞达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达地产）在
杭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杭萧钢构
将携手东北地区首家战略合作伙伴，在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为当地百姓建设
钢结构抗震安全新民居工程。这是杭
萧钢构在战略发展中写下的浓墨重彩
一笔。

据悉，此次双方将以杭萧钢构在钢结
构住宅体系上的设计、制造和施工等技
术、品牌、管理为支撑，共同建设钢结构装
配式绿色建筑产业基地。

作为松原市近三年缴纳税收最多、子
公司最多的大型民营企业飞达地产，目前
业务已涵盖地产开发、工程建筑、材料生
产、农场经营、物业服务等，开发的项目总
面积超200万平方米，房屋质量和物业服
务赢得了市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杭萧钢构负责人表示，杭萧钢构在东
北地区的第一家战略合作伙伴诞生在宁
江，意义非凡。宁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区位优势明显，钢结构住宅将以“标准
化”“产业化”“绿色环保”“抗震性强”等优
势，有力推动宁江当地新型建筑工业化的
发展，为松原乃至吉林的抗震安居房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

杭萧钢构将在
吉林建抗震新民居工程

第122届广交会
参展企业超2.5万家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2日在商务
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第122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 15日在广州开
幕。本届广交会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
为118.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60466个,境
内外参展企业超过2.5万家。

据高峰介绍,本届广交会将推进“智
慧广交会”和“绿色广交会”建设,全面提
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水平,
更好发挥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

他说,本届广交会将发挥综合平台的
作用,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聚焦企业和市场
需求,精心组织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评
选,举办八大主题系列论坛,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推动自主品牌建设。 据新华社

▉记者 尚倩倩

本报讯 为更加全面了解法院工作，
进一步加强司法监督，昨日，区人大常委
会赴区法院调研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裘超，副主任沃岳兴、李金达、董华恩、
洪关良、董祥富、高卫国参加调研。在随
后召开的汇报会上，高卫国主持会议。

调研组一行先视察了区法院的诉讼
服务中心和档案库房，随后听取了区法
院工作情况汇报。

区法院坚持改革创新实践，通过全
面推行案件节点管理、庭审记录改革、
网上审委会、简式裁判文书改革、分案

排期送达模式改革、个别庭室管理模式
改革等方式，实现审判质效明显提升，
今年1-9月，同期结案率达到109%，效
率指标全省法院第一。通过内外联动
争取多方支持，使执行工作实现很大突
破，今年 1-9 月，同期执结率达到
111%。深入落实“大立案、大服务、大
调解”三大机制，真正打通诉讼服务“最
后一公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
求，有力促进纠纷多元化解。区法院还
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势推进破产
审判工作。在民事审判工作和法官履
职评议整改方面，区法院也高度重视，
通过狠抓整改落实，在服务中心工作、

提升审判质效、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都
取得了明显成效。

会上，调研组一行对区法院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裘超表示，区法院通过
改革，矛盾得到有效破解，活力得到充
分激发，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体现了改
革创新的魄力。始终围绕区委、区政府
中心，在推动工作中发挥化威严为平
常、化严谨为务实、化专业条纲为可操
作办法的智慧，为萧山社会发展清除障
碍，体现了服务中心的担当。在公检法
司的工作配合中，法院内部的工作程序
中，法官团队的协作中，体现了统筹运
作能力。

调研组一行还对区法院今后的工作
提出建议和要求。下阶段，区法院要为
萧山发展更助力，上下同欲真抓实干，用
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更加精准服务大局，为萧山发展
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要为百姓服务更
效力，更好践行为民宗旨，打通诉讼服务

“最后一公里”，通过立案一次性告知、材
料电子送达、网上立案等机制，增强办事
便捷度，提升百姓获得感。要更加维护
法律的尊严，提高审判质效，提升队伍形
象，做法律的维护者、执行者和守望者。
要强化法律的普及，使更多市民懂法守
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区人大常委会调研区法院工作

▉首席记者 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盛阅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专程赴
瓜沥镇督查卫浴行业专项整治以及十九
大维稳安保工作。

盛阅春一行先来到浙江金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禾牧卫浴有限公司，实
地检查企业在环保、消防和安全生产方
面的整治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瓜沥镇、益农镇以及区经信局等部门关
于卫浴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

盛阅春指出，开展卫浴行业专项整
治，是萧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环
境整治提升的重要抓手，是高标准实施
落后产能淘汰和“低小散”行业整治的有
力举措。我区自启动卫浴行业专项整治
工作以来，各有关部门和镇街按照部署
要求，对辖区内的卫浴企业进行了集中
整治，但对照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目前
各项工作成效并不明显，必须查找原因、
深刻反思、迎头赶上。下阶段，各有关部
门和镇街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狠抓落实、协同作战，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严格按照“先整治、再规范、后发
展”的原则，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专班经
营，强势推进卫浴行业专项整治，确保按
时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坚决打赢卫浴行
业专项整治攻坚战。

盛阅春要求，要铁腕治理，以“三改一
拆”等工作为抓手，加大对卫浴企业巡查
监管力度，依法取缔违法生产经营企业和
违法生产线。要明确时间节点，在规定期
限内对卫浴企业开展全面整治并进行现
场核查验收，逾期未整改到位的，必须实

行“一票否决”制，该停产的立即停产，该
关闭的坚决关闭。要强化督查考核，对工
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有关责任部门，
要严格问责、高效整改，确保全区卫浴行
业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盛阅春还实地督查了瓜沥镇十九大
维稳安保工作情况。他现场查阅了台账，
随机抽查了有关工作的落实情况。他强
调，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各级各部门要
以平安护航十九大为目标，高度重视维稳
安保工作，严格按照省委提出的“六个严
防、三个确保”要求，管好重点人、重点事、

重点物和重点阵地等各项重点环节，把维
稳安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好。区领
导要带头深入一线，定期到联系镇街开展
维稳指导、督查工作。区级各有关部门要
围绕各自职责，在治安、维稳、安保、信访、
安全生产等相关领域开展明察暗访，主动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各镇街要严格落实
属地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牢牢把风
险稳控在属地、把矛盾化解在属地，确保

“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镇街”，以平安
和谐的良好环境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盛阅春赴联系镇街督查卫浴行业整治及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