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城市共成长让生活更美好

无线萧山APP 萧山日报官方微信

征订服务热线：83523999XIAOSHAN DAILY

农历戊戌年九月初三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43
总第10221期 今日8版

值班总编：陈蓉 值班主任：姚潮龙 卢卓琳 首席编辑：徐桂龙 图片编辑：范方斌 版式总监：李健

2018年10月11日 星期四

82654321新闻
热线

萧山网 http://xsnet.cn

萧山天气：今天多云，偏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21℃～22℃，明晨最低气温12℃～13℃。

今日视点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全区组织工作会
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在会
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建设坚强严密
的组织体系，全面提升各级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打造一支堪当萧山发展重任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力集聚各方面优秀
人才，推动我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走在
省市前列。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忠誉主持会
议。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蒋金娥参加会
议。

佟桂莉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组织
工作取得的成绩。她指出，近年来，全区
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创新“大党建”工作模
式、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打造高素质
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施人才
新政，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绩，全区许多工作走在了省市前列，

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佟桂莉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以增强政治功
能和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全面建设坚强严
密的组织体系，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全面落实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建强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党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围绕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加强素
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
正向激励五大体系建设，突出政治标准，

树立干事导向，注重专业培养，坚持严管
厚爱。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着眼长远、统筹规划，广开贤路、精准
滴灌、动态管理，把对党绝对忠诚、本领高
强、干净干事的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出来，
确保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要全力打造人才强区，坚持党管人才，加
大重点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打造最优人
才生态，推动形成天下英才聚萧山的生动
局面。

佟桂莉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

“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
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认真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主业意识，通
过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把每条战线、
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
深入。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要切实扛起使
命担当，对标一流标准，从严律己，走在前、
当示范，切实做到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本
领高强、作风过硬，努力成为新时代组织、
干部、群众信得过的组工干部。

会上，钱江世纪城、河上镇、北干街
道、区公安分局作了交流发言。

佟桂莉在全区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推动我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走在省市前列

■记者孟再励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
书记佟桂莉赴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分
局、区法院、区检察院，看望慰问政法干
部，并主持召开政法工作汇报会。她强
调，全区政法系统要始终把讲政治放在
第一位，扛起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进一步改革创新，勇当排头兵，努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
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和萧山赶超发展跨越
发展保驾护航。

区领导赵立明、费跃忠参加走访调
研和汇报会。

佟桂莉对前阶段全区政法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她指出，近年来，全区政

法战线讲政治、顾大局、重实干，服务大
局有担当，维护稳定有成效，改革创新
有亮点，为推动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随着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互联网影响日益加深、司
法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给政法工作带
来了新机遇、新挑战、新要求。要准确
把握我区政法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清醒
认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高度重
视，认真分析，拿出举措，有效改进，推
动我区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佟桂莉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勇当对党忠诚的排头兵。始终把讲政
治放在第一位，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把
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的方方面面；
围绕“党委有所呼、政法有所应”的要
求，确保党管政法的原则落到实处。要

主动融入中心，勇当服务发展大局的排
头兵。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
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主动服务，全力
支持、依法保障当前重点工作、重点项
目的推进；加强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
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经济发展，维护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助
推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佟桂莉强调，要扛起责任担当，勇当
平安萧山建设的排头兵。进一步夯实基
层基础，完善机制，推进平台建设，抓难
点、补短板，着力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
险、社会治安风险、公共安全风险和网络
安全风险，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
山。要推动改革创新，勇当法治萧山建
设的排头兵。持续推进司法改革各项措
施有序落地，坚持严格公正执法和文明

规范执法有机统一，牢牢把握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主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严格对照

“基本解决执行难”决胜年各项工作要
求，推动执行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智能
化”发展；加大数字化建设力度，实现萧
山全域感知覆盖、全局核查应用，增强政
法工作的预警性、精准性、高效性。

佟桂莉强调，要建设过硬队伍，勇
当全省政法铁军排头兵。要信念坚定，
敢于担当，增强本领，坚持清正廉洁，全
力打造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
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政法铁军队伍；
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在政
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
理上关怀政法干警，保障政法队伍的荣
誉感、归属感、获得感。

佟桂莉在调研全区政法工作时强调

讲政治顾大局 扛起责任担当
勇当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建设排头兵

■记者洪凯

本报讯 昨日，2018胡润百富榜正
式发布，国内1893位财富达到20亿元
以上的企业家榜上有名。其中，来自萧
山的18位企业家（家族）上榜，总财富
达到1774亿元，百亿以上有4名企业家
（家族）。

与去年相比，在名次上，萧山总体
有进有退，但今年新增了5张面孔；在

财富体量上，今年入榜企业家（家族）财
富总和比去年增加了146亿元。

目前，萧山有4位企业家（家族）财
富超百亿。记者看到，今年百富榜上
排名最靠前的是万向集团的鲁伟鼎家
族，其家族财富为450亿元，全国排名
为46位；排名第二的是李水荣，他以
400亿元的财富排名全国53位；排名
第三的是徐冠巨，他以140亿元的财
富排名全国第243位；排名第四的是徐
观宝，他以120亿元的财富排名全国第
286位。

榜单的财富数据显示，与往年相
比，今年上榜萧山企业家（家族）的财富
有增有降。从名次上看，提升最快的是

李水荣，比去年排名上升66位,一跃进
入百名以内。

记者发现，今年胡润百富榜上还出
现了5张萧山新面孔，其中4位是来自
于荣盛控股的李永庆、许月娟、李国庆、
倪信才，分别排名第 860位、876 位、
963位、1627位；另外一个是项兴富家
族，以39亿元排名1080位。

从 2018 胡润百富榜的全国排名
情况来看，马云重回中国首富宝座，资
产增值700亿元，达到 2700亿元；恒
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去年位列榜单第
一，今年以2500亿元退居第二，腾讯
董事局主席兼CEO马化腾以2400亿
元位居第三。

胡润研究院指出，2018年上升最
快的新行业是区块链。榜单中新增14
位上榜者，比特大陆成“区块链大王”，
39岁詹克团成行业首富，吴忌寒成“85
后”白手起家新首富，二人联合创立的
比特大陆专注于高速、低功耗定制芯片
设计研发。比特大陆今年第一季度营
收120亿元，净利率达60%。

值得注意的是，2018胡润百富榜
中，制造业仍是上榜企业家最主要财富
来源，但人数占比从去年27.9%下降到
26.1%；房地产排第二，从14.6%略升到
14.9%；金融投资超过IT位居第三，从
10.9%上升到11.6%；IT排名第四，从
11.8%下降到10.3%。

2018胡润百富榜公布 萧山18位企业家（家族）上榜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徐玮韬

本报讯 日前，杭州市公布重点拟上
市企业名单，我区有7家企业名列其中。
分别是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铁集货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胜达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元酒店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从榜单上看，此次重点拟上市企业中
既有在新三板挂牌和进入或完成证监上市
辅导的企业，例如先临三维、华澜微电子、
开元物业，也包括其他有知名股权投资机
构投资入股并达到估值限额要求的企业。

从行业上来看，这7家企业大致分为
两类，一是以先临三维、华澜微电子为代表
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另一类是专业服务类
企业，比如从事物流的铁集货运，身为物业
管理业翘楚的开元物业等，这种专而精的
企业特征，或许是新经济背景下拟上市企
业的一大体现。

作为浙江资本的中坚力量，萧山在贯
彻落实“凤凰计划”上有何作为？年初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
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已经阐释得非常明
确：引导鼓励企业挂牌上市，利用资本市场
开展并购重组，对相关企业的最高资助达
到1000万元。

按照“一家上市企业、带动一个产业链、
形成一个产业集群”的思路，近年来，我区在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帮助企业利用资本市场
实现“凤凰涅槃”的过程中，一直在探索更加
适合萧山、更加卓有成效的运行机制。

7家萧企入选
市重点拟上市企业名单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段东南朱佳丽

本报讯 近期，义桥镇监察办公室接
到群众举报，及时查处了一起村干部违规
分配财政资金的案件。据悉，该镇某村书
记、主任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将镇政府下拨
的因河道清淤造成农户损失的赔偿款，用
于宅基地废土清理。镇监察办对两名村干
部予以政务立案处理，并督促追回相关资
金。这正是我区加速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向
基层延伸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我区以临浦镇、义桥镇、北
干街道、宁围街道4个镇街为示范点，立
足规范硬件建设和强化软件建设，打造

“家门口的监委”，进一步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先进典型经验和做法，加速推
进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延伸。如义桥
镇建立监察联络卡制度，24名村级监察
联络员印刷了样式统一的监察联络卡，
向基层群众发放。联络卡由白底青字
组成，寓意“清清白白当官”，监察联络
员几个大字下面是联络员本人的照片
以及姓名和电话，联络卡背面印着联络
员职责。此外，“萧山义桥”公众号还
计划开设“我要举报”子菜单，鼓励群众
依法举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
用。

目前，各试点镇街监察办公室均按高
标准要求建立“柔性谈话室”，主要进行廉
政谈话、诫勉谈话和信访谈话等，进一步规
范基层廉政谈心谈话工作，达到“咬耳朵、
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

我区监察体制改革
加快向基层延伸

日前，铁路杭州南站综
合交通枢纽配套彩虹快速路
（育才路—沪昆铁路）跨通惠
中路高架开始施工。施工期
间该处设四个直行机动车
道，取消原左转调头车道，工
程计划12月底完工。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

彩虹快速路跨
通惠路高架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