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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偏东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0℃～31℃，明晨最低气温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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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滨江”系列报道之三

勇当“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排头兵

学习先进学习先进 萧山怎么萧山怎么

由萧山东南网架总承包承建的联合国地理信息展览馆工程，即将建成交付。该馆外形如大鹏展翅，11月
在浙江德清举办的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将在此举行。 通讯员泮神来首席记者范方斌摄大鹏展翅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交通路网是国际化城区建设
的重要基础工作。昨日上午，区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39次主任会议，专题听取全区交
通道路建设情况汇报。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裘超，副主任李金达、董华恩、洪关良、
董祥富、高卫国出席会议。副区长吴炜炜
列席会议。会议由洪关良主持。

会议听取了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受
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区交通道路建
设工作情况汇报》，区住建局负责人受区
政府委托所作的《全区市政道路建设工作
情况汇报》，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
工委负责人所作的《关于全区交通路网建
设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会议指出，近年来，萧山交通道路建
设可喜可嘉。“12588”工程，不仅体现了一
个“高”字，设计规划高起点、高标准、高要
求；体现了一个“抢”字，抢政策环节、土地
形势和良好机遇；体现了一个“大”字，大
规划、大框架、大密度；体现了各级政府部
门的一个“勇”字，克难攻坚、敢于担当、善
于推进；更体现了对萧山发展的一个“佳”
字，从交通的最大效益、发展的最大半径
以及最大限度地打通节点出发，建好交通
路网工程，为萧山发展奠定基础。

会议认为，当前的交通路网建设任务

仍十分艰巨，正处于“攻坚期”“时间倒逼
期”和“要求提升期”。这些重大交通项
目，既有亚运会有关项目，也有人代会承
诺项目，推进刻不容缓，但目前在资金保
障、征迁交地、土地指标、管线迁改、交通
组织、矛盾隐患等方面有诸多难点需要克
服，加上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对项目
推进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会议要求，交通路网建设要重视长远
和统筹，把道路建设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
统筹系统安排，做好细节配套，另一方面统
筹治理能力，实现交通管理从粗放自由到
精细管理转变。要重视要素保障，想方设
法做好土地保障，在“尽力”和“量力”的平
衡中做好资金保障。要重视高效推进，继
续拔钉子，解难题，合力加快推进。要重视
百姓的呼声和反应，在交通组织上要人性
化考虑，在交通违法违规上要严厉处罚，努
力打造现代化立体的交通网络。

根据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17—2019年）和“12588”交通
工程的总体要求，我区共需建设交通道路
项目43个，总里程数397.87公里。目前，
全区在建道路项目22个，总里程数159.07
公里，总投资约462.83亿元，预计今年完
成投资54.75亿元。

吴炜炜代表区政府作了表态发言。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主任会议

■通讯员郭安琪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昨日下午，由区纪委、区委组
织部、区委宣传部、区直机关党工委联合
组织的2018年“廉政时评300秒”决赛，在
萧山老年大学完美收官。来自全区各镇
街和区级机关、直属单位的300余名党员
干部现场观看了比赛。

通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的12位决赛
选手，紧扣“清廉萧山 你我共建”主题，从
阳光征迁、乡村振兴、基层建设等不同角
度，阐释对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促进清廉
萧山建设的期盼和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时评之外，此

次决赛还加入了“一分钟即兴时评”这
一新环节。选手们在个人规定时评结
束后，根据现场提供的廉政微视频短
片、社会焦点热点、典型案例或关键
词，进行一分钟的即兴时评。活动现
场，选手们或激昂、或深情、或理性的
评论，赢得了在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
声。

运用小事例，讲述大道理。我区“廉
政时评300秒”活动自2013年首次举办至
今已是第六个年头。如今，这一特色鲜明
的廉政主题活动，已成为萧山党风廉政宣
传教育的有效载体以及全区党员干部廉
政教育的“新课堂”。

我区“廉政时评300秒”收官

■记者王俞楠通讯员缪鼎

本报讯 近日，2018中国·连云港西
游文化嘉年华举行，由萧山绍剧艺术中心
带来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坐山》选段，
用绍剧猴戏的“活”、“灵”，展现了孙悟空

灵敏机智、嫉恶如仇的特性，展示了萧山
绍剧的独特艺术魅力，获得了主办方和观
众朋友的一致好评。

萧山绍剧艺术中心负责人表示，能
够在这样一个全国性平台上演绎绍剧的
精彩，也是一次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萧山
绍剧的机会，为此，绍剧艺术中心在接到
连云港电视台的邀请后，选调了绍剧班
武行的同学参加节目排练，并对节目时
间、形式进行了全面调整，给观众呈现了
一个全新的视听感受。

萧山绍剧助阵连云港西游文化活动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区召开“两带两
廊”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及产业发展平台有
关情况专题汇报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佟桂莉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谋得深、
干得实，全力以赴推进产业平台建设，力
促萧山产业发展呈现新面貌。

区领导叶建宏、顾春晓、董祥富、魏大
庆、方炜、顾大飞参加会议。

佟桂莉充分肯定了我区“两带两廊”

产业规划前阶段编制工作。她指出，我区
各有关部门在编制“两带两廊”产业规划
上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规划的编制，进一
步理清了萧山产业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明
确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布局，为下阶
段继续完善规划编制、推进规划落地见效
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值得肯定。

佟桂莉指出，萧山产业发展基础好、底
子厚，具有独特优势，必须紧抓不放。面对
未来发展的新要求，萧山要继续争取在杭
州乃至全省全国的领先地位，急需新动能、

新空间。我们要抢抓机遇、大干快干，以更
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胸襟去谋划产业平
台建设，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大抓平台、抓
大平台，真正把产业平台做大做强。

佟桂莉强调，规划先行，谋定后动。
加强顶层设计，深化产业规划研究，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事关萧山能否持续保持
竞争优势、领先地位，事关萧山经济能否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事
关萧山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目标能否顺
利实现。我们要形成高度共识，站得高、

谋得深、干得实，以最铁的决心、最大的力
度、最快的速度推进产业平台建设，力促
萧山产业发展呈现新面貌。

佟桂莉要求，要提高站位，以国际化、
全球化的眼光谋划萧山未来产业发展，在
杭州都市圈、浙江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
乃至全国、全球的大格局中找准自身定
位。要不断深化规划，进一步明确总目
标，细化研究子目标，推进“多规融合”，在
规划设计、产业布局、产业定位上更加清
晰和聚焦，突出重点产业、重要节点、重点

企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强化产业集群、智
造基地、特色小镇的落地布局。要全面梳
理、整合力量、统筹协调，进一步理清工作
思路，落实工作举措，集中力量做好重要
平台、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资源要素保
障，全力推进我区平台经济建设。

会上，规划编制单位汇报了“两带两
廊”规划主要思路和内容，区发改局汇报
了产业规划编制及平台载体建设情况，区
经信局汇报了工业园区提升改造情况，区
科技局汇报了科创园建设推进情况。

佟桂莉在专题听取“两带两廊”产业发展规划及产业发展平台有关情况时强调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胸襟谋划产业平台建设
以最铁决心最大力度最快速度推动平台经济发展

■记者邱芳王艺霖赵邱峰

曾经有人说过，谁拥有创业者，谁
拥有年轻人，谁就拥有创新的一切，谁
就是竞争力和快速发展的引领者。

如果问，滨江最不缺的是什么？
答案或许就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这个杭州最年轻、最具活力的城区
之一，从五湖四海涌来的新鲜血液，让这
座城市更加年轻、活力四射。对于这片
热土的未来，我们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

年轻人集聚 迸发创新活力

十 年 前 ，李 晓 军 第 一 次“ 过
江”——他去市场监管局咨询企业注
册的政策。“我们欢迎大学生来创业！”
滨江工作人员的一句话，让这个曾经
坐着绿皮火车、怀揣1200元来到杭州
打拼的“大学生”欣喜不已。

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滨
江注册的这家名为“艺福堂”的公司，
当年销售额就达到了434万元，现在
已经成为一家集生产、销售、科研为一
体的“互联网+茶业”新型企业，也是杭
州缴纳税金最高的大学生创业企业。

过去十年，高新区（滨江）大学生
创业企业数量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长
——一份来自滨江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十年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
底，高新区（滨江）累计成立大学生创业
企业3093家，约占杭州总数的三成，其
中达到百万效益有企业50家，年销售
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18家，并且
有3家企业实现“新三板”挂牌上市
——这些飞速增长的数字，也成为高新
区（滨江）创新创业活力的有力注脚。

事实上，滨江吸引的不仅仅是大学
生。2007年，32岁的范渊离开美国硅
谷回国，在滨江创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安恒信息从30多人的规模起步，
9年后，已做到世界网络安全500强（中
国企业第一），曾为北京奥运会、连续两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G20峰会等重大活
动，提供全方位网络信息安全保障。

而来自瑞士的Didier，毕业于知
名设计学院，从上海来杭州创业。他
觉得，滨江的创业氛围非常棒，创业的

政策支持也非常棒。据统计，2018年
上半年，高新区（滨江）共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93户，比去年同期增幅16%。

根据滨江的人才计划，以后每年
新增大学生2万人以上，新增海归人
才1000名以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
的年轻人的汇聚，必将让创新创业的
因子在滨江播种、发芽、长大。

“独角兽”集聚 引领前沿科技

“独角兽”企业，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新产业的代名词。滨江，正是
杭州最大的独角兽企业集聚地。

据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滨江
已诞生独角兽企业、准独角兽企业32家，
占浙江总数22.38%、杭州总数29.36%，
数量、占比均居全省、全市第一。

宏杉科技就是一家独角兽企业。
这家智能硬件企业，主打企业级存储
产品，由浙大博士郑树生创立。宏杉
科技以技术创新驰骋市场，部分存储
产品技术指标已超过华为、浪潮等行
业大鳄。在全球存储市场上，目前宏
杉科技已成长为少数具有高端产品自
主研发能力的高科技企业。

在省级众创空间德诺医疗负责人
看来，滨江本身就是一个大型超级孵
化器，如今成为全市最大独角兽企业
群落在情理之中。这个观点的背后，
是德诺医疗作为一个专注颠覆式医疗
器械技术研发的孵化机构，孵化培育
出了填补国内外经导管人工瓣膜市场
空白的启明医疗、拥有世界首创医疗
技术的德晋医疗、扎根房颤领域的诺
茂医疗等，且注册地全部在滨江。

在滨江，数量可观的众创空间、孵
化器，是造就独角兽企业的最重要“原
产地”。绝大多数滨江独角兽企业，从各
类创新平台起步，然后走入大众视线中。

“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园”的创新创业完整生态链，为滨江源源

不断“制造”出各类创新型企业。从一个
企业，到一个产业，再到一个新的经济增
长点，创新在滨江演绎了很多奇迹。

政策升级 打造活力“梦工厂”

今年2月，滨江发布了新一轮“1+
X”产业政策3.0版。根据新政，预计
未来三年，滨江将安排产业扶持资金
150亿元以上。新政中，滨江重点聚
焦“国际化”和“高端化”，加大人才计
划入选者资助，以及对重点引进的孵
化器、众创空间、境外招才平台和海外
项目投资基金支持力度。

2011年以来，根据企业成长的不
同阶段特点和实际需求，滨江已连续推
出两轮“1+X”产业政策体系，加大对不
同类别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和不同
功能平台的差别化政策扶持，产业政策
导向始终站在国内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产业政策升级，对应的是滨江的
“两鞋论”。第一个“鞋论”是，政府好比
是鞋，企业好比是脚，脚长了，就要换合
脚的鞋。毕竟，鞋好不好，脚最知道；脚
好不好受，鞋很重要。第二个“鞋论”是，
企业是鞋，人才是脚，政府是路，留住人
才用好人才关键在企业，但政府必须铺
好路为企业和人才服务。

滨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全要素
配置最强的创新生态圈，打造最优的
高新产业链。而在这里，不断集聚的
众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创
业创新，让这个城市更具活力和温度。

编后语：解读先进，更要学习先进，
赶超先进。对萧山来说，我们要清醒地认
识到，自己的优势还有多少？距标兵的距
离还有多远？如果我们麻痹松懈，冲劲不
足，领先优势或将荡然无存。为此，我们
要借鉴先进经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形
成干事创业的合力和决心，为勇当排头兵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众创“梦工厂” 城市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