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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佳

萧山象棋精英赛冠军、萧山象棋公开
赛冠军、萧山棋王赛7次亚军……靠着自己
的勤奋刻苦，年仅30岁的胡驶达已经收获
了一块块闪耀的奖牌。特别是在近日举行
的区第十八届运动会象棋比赛镇街场组
中，他又以较强的实力，技压各路英雄，从
近百名象棋高手中轻松突围，获得了个人
第四、团体冠军的优异战绩。他的出色表
现也为自己的象棋道路打开了新的世界。

沉稳内敛、不善言辞，甚至还有些腼
腆，这是胡驶达留给大家的第一印象。17
岁时，上高中的他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之
路，是升学读书还是早点毕业工作。那时
的他是一名资深的“象棋迷”，用他的话说，
有点沉迷忘我。“小时候，我就喜欢看别人
下象棋，看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与
象棋高手一起切磋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
福的事，常常下着下着就忘记了回家的时
间。”在胡驶达看来，正是对象棋的无穷喜
爱，他在17岁的那年毅然决定拜师浙江省
围棋队陈寒峰（象棋特级大师）。而这一学
习，就是5年。

5年里，他不喊苦不叫累，即使训练强
度再大，也总是留出时间研究棋谱。对他
而言，在学棋的过程中，不光学到了许多下
棋的招数，而且还学到了做事的态度。“认
真对待每一盘棋、重视每一步棋的走向，并
坚持到最后。对象棋，要时刻准备着。”也
正是这份认识，以至于在楚河汉界的车马
战中，他都能沉着冷静，一举成功。

随着对象棋的认识愈发深刻，现在，胡
驶达在参加各类大型象棋比赛的同时，还
不断寻找象棋高手挑战。在前段时间，他
与统治萧山象棋界近30年的传奇人物——
萧山棋王梁国昌进行了一次较量，以5胜2
和的成绩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面对佳绩，
胡驶达显得有些谦虚，他希望在一次次的
挑战中，自己也能和梁国昌一样在萧山象
棋界纵横驰骋，游刃有余。

这份坚定的信念，让他的棋风变得凶
猛而有力量，也让他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让更多人了解象棋，与他一同感受车
马炮的魅力。于是，2017年，他放弃了原有
的职业，来到萧山明仕棋院，开始他的言传
身教。亲自为棋童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
要求棋童每天都要记录训练心得，而且课

上棋童们的每一盘实战，他都要亲自为其
复盘讲解。大刀阔斧地开启他的象棋教练
之路，他表示，这种探索也是一种学习，让
他对自己的棋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
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动力。

“象棋对培养孩子的智力非常有好
处。一方面可以使记忆力得到锻炼，另一
方对计算能力的提高也很有帮助，象棋下
得好的孩子往往数学也学得很好。”看着一
群又一群孩子在他课上学到许多新知识，
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他们在
赛场上认真作战，所向披靡，仿佛看到了自
己小时候的模样，特别幸福。”

投身教棋事业，有时间参加各类象棋
比赛，找象棋大师一同切磋，这是胡驶达目
前对自己非常满意的状态，他说，他只是坚
持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让象棋在他身边
持续“发酵”。目前，他正全身心投入在区
象棋少儿集训队的专项训练上，希望这支
精英部队能在各类少儿象棋比赛中摘金夺
银，让象棋在萧山少儿圈内永远“发烧”，从
而推动萧山少儿象棋事业的蓬勃发展。

做好棋童成长的引路人
记萧山明仕棋院象棋教练胡驶达

胡教练正在教小棋童下棋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吴永刚

本报讯 昨日，在我区的杭州中俄人
才创业园（以下简称“创业园”）内，举行了
首个中俄合作项目“低氘水”产品及生产
设备发布会。继去年12月份项目签约落
户后，创业园在短短数月就发布了产品，
同时推出的还有该产品的生产设备。这
一产品发布标志了园区在中俄合作发展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次会议
也吸引了省内外企业等代表参加。

会上，中俄双方就“低氘水”产品的研发过
程、产品相关作用进行了详细介绍。据了解，低
氘水，英文名deuterium depleted water，
简称DDW，又称超轻水，日常饮用水中氘的含
量一般是（每一百万氯原子中有）150PPM。

“当把水中的氘降低到150PPM以下，
对正常人的身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当把
水中的氘降低到100PPM以下，水中的低
氘水对肿瘤病人能起到良好的辅助保健作
用。”俄方专家伊格尔·谢利瓦年科说道，目
前世界上美国、俄罗斯、匈牙利、日本等国

都有低氘水产品上市，而中国低氘水的研
究起步晚，此次产品发布将有利于国内对

“低氘水”的研究和量产发展。
会后，参会人员共同参观了低氘水生

产车间，部分企业代表与俄方专家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一家企业负
责人告诉记者，此前对低氘水有所了解，
但近距离接触“低氘水”生产过程还是第
一次，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参观学习，让
他们对“低氘水”产生了浓厚兴趣。

园区负责人表示，低氘水项目作为杭

州中俄人才创业园中俄双方联合创办的
首个合作项目，同时也是园区的首个示范
性项目，在园区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从项目洽谈到落户，再到产品成功发布，
这为园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该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中俄双方
将加快创建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杭州研
究院，联合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门捷列
夫化工大学、俄罗斯宇宙射线公司以及中
科大、协和医院等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
家，对“低氘水”的生物学效应、“低氘水”

自动化生产线以及世界第一台便捷式“低
氘水”检测仪进行研究与开发。

作为2017年7月正式成立的杭州中俄
人才科创园，以“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多方
参与、合作共赢”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合
作资源优势，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先后举
办了多次俄、乌科技项目推介会，在推进国
际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时，为萧山创新发展战
略做出一份贡献。截至目前，园区已接待来
园考察俄、白、乌项目的国内科研院所、企业
近40余家，正式洽谈的合作项目达十余项。

杭州中俄人才创业园发布首个合作产品

昨天，杭州萧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鲜采摘的“寺坞岭云雾”茶正在进行第一道工
序——摊青。据介绍，由于今年气温、降水等因素非常适合春茶生长，今年该公司茶叶
预计增产30%，估计达800公斤。 记者 金澍杰 通讯员 倪立权 摄

天公作美
寺坞岭茶增产

■记者 洪凯 通讯员 陶振雯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商务局了解
到，2018第六届中国娱乐家电博览会即将
于4月24日在杭州萧山新农都会展中心
正式拉开大幕。此次展会由杭州市萧山
商务局主办，萧山新世纪市场园区开发管
委会办公室和原野汽配五金市场联合承
办。展会时间为期两天，规模分布于萧山
新农都会展中心的四个展馆，展出面积约
2万多平方米，共分为高端木艺展区、娱乐
家电配件配套展区、娱乐家电整机创新成
果展区三大主题展区集中展出。

据介绍，本次博览会将以“集约发

展、创新求进”为主题，以“新产品、新思
维、新模式”作为展会的主要展示内容，
将积极向社会各界展示目前娱乐家电领
域以及产业链各个端口上的创新成果。
与此同时，也借展会开幕之际，集结行业
众人智慧共同探索产业升级的背景下，
未来娱乐家电产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前景
趋势。

目前，展会已经吸引了娱乐家电产业
近100家实力企业参展，将会集中展出外
框设计、高端木艺、无声静音、计分系统、
超薄系统、空气净化器、多功能体验等新
技术和新产品，同时有智能锁、智能晾衣
架等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异产品展现。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司长文兼武15
日介绍，近年来，随着新的发展理念深
入贯彻落实，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动能转换、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不同经
济类型企业稳定较快发展，促进了我
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的确立。

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7年，我国
规模以上工业（占工业经济 90%左右比
重）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7.4%。其中，
国有控股企业年均增长4.3%，私营企业
年均增长8.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年均增长5.9%。

国有企业持续做优做强。2017年，
我国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资
产总计42.5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11.3
万亿元，年均增长6.4%；资产总计占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比重由2012年

的40.6%下降到2017年的37.9%。一方
面，国有企业在重要战略性领域保持控
制地位。另一方面，国企在一般竞争性
领域逐步退出。在食品制造、饮料制造、
纺织服装、家具制造、医药制造、建材、金
属制品、仪器仪表等行业，国有经济的企
业数量和经济份额都在不断减少和降
低。

私营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工业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2017年，
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数量22.2万家，
比2012年增加3.3万家，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达到57.7%；主
营业务收入比重34.4%，比2012年提高
3.7个百分点；用工人数3271万人，占规
模以上工业用工人数的比重为36.9%，
比2012年提高4.3个百分点。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平稳发

展，助推工业经济发展稳定向好。数据
显示，2017年，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工业企业数量4.99万家，占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为
12.9%；资产总计22.5万亿元，比2012
年增加5.3万亿元；主营业务收入25.9万
亿元，比2012年增加3.7万亿元；用工人
数2088.6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用工人
数的比重达23.6%。

“中国市场化改革一直强调和鼓励
多种所有制发展和多种市场主体共存。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措
施进一步促进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增加。
随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大
众创业蔚然成风，私营新增市场主体快
速增加，成为近年来工业企业单位数量
变化的显著特征。”文兼武说。

据新华社

第12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
日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正式开幕，释放出
中国扩大进口、寻求外贸平衡发展的信号。

本届广交会共分三期举行，其中在第
一、第三期设立进口展区，延续往年惯例。

“进口展共有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
的617个企业参展，有12个国家和地区
展团，乌克兰、泰国和尼泊尔展团属于首
次亮相。”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说。

为提升进口展的质量，本届广交会通
过邀请国外优质企业及特色产品参展、量
身定制贸易配对活动等方式促进进口。

“我们首次推出国际日化大健康产业
集群，来自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高端
有机日化品牌企业参展。”徐兵说。

作为中国进出口和世界外贸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广交会创办至今已61年。
如今，广交会已与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贸易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共有来
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位政要到访。

广交会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外贸发展
史，见证中国外贸由小变大，成长为世界
贸易大国。

徐兵说：“广交会为境外企业开拓中国
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卖全球提供了极大便
利，促进了中国外贸更加平衡地发展。”

本届广交会共设展位60475个，境内
外参展企业2.5万多家。受益于世界经
济复苏和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预计将有来
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与
会人数保持稳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将更好
发挥广交会平台作用，在更高层次上运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推动中国开放型
经济发展和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

2018第六届中国娱乐家电博览会即将开幕

我国工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稳中向好 第123届广交会 助力中国外贸平衡发展

■记者 洪凯

本报讯 为了提升中国饭店业的行
业地位，推动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研
究探讨中国饭店业供需不充分、效能不匹
配等深层次问题，日前，由浙江、湖南、山
东、广东、中国饭店品质联盟联合主办的

“2018首届中国饭店业发展大会”在萧山
东方文化园拉开序幕。

本届大会共分一个大会和五个分论
坛，分别就新时代中国饭店业如何坚持深
化改革、推动品质提升、加快实现技术进
步和认真践行动能转换等核心话题进行

了专业交流和研讨。倡导以品质促发展、
以发展带动品质提升的行业共识，努力构
建供需市场的和谐与稳定，让消费者放心
消费、让从业者恪尽职守的良好氛围，积
极引导行业从速度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

会上，来自雷迪森铂丽大饭店、太虚湖
假日酒店、第一世界大酒店的礼宾师提供
了优质的接待服务，展现萧山作为会议强
区的魅力。记者了解到，参加本次会议的
1200位酒店业界人士，深入我区各景区、
酒店（饭店），对会议服务、会展设施和接待
能力等进行了考察交流，洽谈合作事宜。

2018中国饭店业发展大会在萧“论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