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萧山再出发萧山再出发

打造数字经济打造数字经济

导读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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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初一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43
总第10270期 今日12版

值班总编：陈蓉 值班主任：赵邱峰 卢卓琳 首席编辑：徐桂龙 图片编辑：傅展学 版式总监：李健

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82654321新闻
热线

萧山网 http://xsnet.cn

萧山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傍晚阴有雨或雨夹雪，夜里阴有小到中等雨夹雪或雪，偏北风5级，今天最高气温5℃～6℃，明晨最低气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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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轻点屏幕，就能调整最
佳的给煤和送风比例，不仅能让锅炉
达到更优的燃烧状态，而且还能实现
节能降耗的目标。这是位于衙前镇
的恒逸石化实施的“恒逸工业大脑”
项目中一个小细节。

从更大的能级看，恒逸石化与阿
里云的联手，双方将依托阿里云的云
计算、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核心技
术，构建智能化、智慧化大数据平台，
助力恒逸石化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衙前镇是萧山工业大镇，以纺织
化纤、钢构网架为产业主导。随着新
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兴起迭代，衙
前也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考
验。为此，衙前瞄准全省化纤纺织行
业转型试点，全力抢抓发展数字经济
的新浪潮。

“衙前的企业向来有大企业规模
化、小企业差别化的发展特点，在数字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也体现了这
样的特点。”衙前相关负责人介绍，如
化纤巨头恒逸集团，已实现全流程智
能制造，通过引入大数据平台，对企业
的管理实现全流程透明化;东南网架、

兴惠化纤、江南电机等企业谋划全流
程数字化再造，引进智能制造装备，推
动生产领域数字化自动化应用;凤凰
纺织、美家美户等中小企业则引入智
慧设计技术，强化数据釆集、挖掘和分
析，推动研发领域数字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衙前多次
组织企业外出参观学习，改变企业家
对数字经济的模糊认识，帮助企业算
好两笔账——劳动生产率账和人力成
本账，增强企业发展数字经济的信
心。同时，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
式，为企业发展数字经济搭建平台。
该镇对企业按细分行业、生产设备、不
同需求进行分类，对接引入浙江大学、
中科院北京自动化所、阿里云等数字
经济智能制造合作伙伴，利用智能制
造现场会和专题对接会等形式，实施
一对一精准指导，找出企业最为迫切
需要解决、制约发展最大瓶颈的环节，
制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出可行的
改造措施，让数字技术成为看得见、摸
得着、说得清的现实生产力。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工业
大镇的衙前，有责任担负起发展数字经
济的重任，为全区开启“三化融合”新征
程，打造数字经济新名片贡献力量。

衙前：将数字技术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记者王慧青

本报讯 “你看，这双鞋子的鞋底
呈‘鸟巢’状，这么复杂的结构手工很
难做出来，但是通过3D打印机器就
可以！”在位于湘湖景区不远处的先
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内，公
司董事长秘书葛钦骄傲地对记者说。

目前，先临三维与大型运动品牌
公司合作，由3D打印的定制化跑鞋已
陆续上市，而且颇受消费者喜欢，形成
了多个“爆款”。

那么，这样一双神奇的3D打印
鞋底如何而来？“是用数字建模搭建
而来！”葛钦言简意赅地说。在他的
指引下，我们来到一排机器面前——
压力板检测脚的受力点，扫描仪记录
下双脚的宽扁、大小，经过360°无死
角扫描，搜集的这些数据最终汇聚形
成一双“虚拟脚”。

有了数据，接下来的事就好办
了。在先临三维打印服务中心内，多
台机器发出声响，却不见一个人，透
过机器玻璃，可以看到内部的机器操
作手像搭积木似的将细密材料一层
层地往上铺。据介绍，一双3D打印
鞋底17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台机
器可以同时打不同数据的鞋底，实现
小批量生产。而且工艺十分精细，不
仅可以按照每个人走路习惯进行受

力分摊，而且极其合脚。
先采集双脚数据，将数字“形象

化”，再利用3D打印机将虚拟的动
画转变为现实可摸的鞋子，这样一
双3D打印鞋底便诞生了。作为国
内3D打印行业第一股，经过14年时
间，先临三维已在多个领域将这样
的虚拟动画变为现实物品，尤其是
近几年，许多展示的产品已慢慢通
过批量化生产，成为市场中的商品，
不仅是鞋底，还有牙齿、玩具、珠宝
等，均已实现由数字化到产品化的
全过程。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先临三
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8.61%。
相信在萧山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推
动下，由数字搭建起来的3D王国将
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产品也
将随之走进千家万户。

先临三维：一双“打印鞋”的诞生

■记者孟再励施丹丹

先临三维提出的人才住房不足问题，
已有了针对性解决方案；

胜达集团总部办公楼宇的产业招商
项目，被列入我区楼宇招商资源库；

一知智能在新兴产业技术应用方面
的需求，有关部门已上门对接……

在区“民情双访”办工作人员的案头，
摆着厚厚的一沓问题答复汇总表。上面，
写满了来自全区各企业提出的意见建
议。用“店小二”式的服务，全心全意为企
业解难题，这是我区10月中旬启动定向专
访企业活动的初衷。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已有1706个具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这场谋划早、声势大、出实效的定向
专访企业活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及赞
誉。这背后，正是区委审时度势，及早谋
划，大力营造重商亲商安商氛围，推动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出的实招。

开展这项活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佟桂莉有她的考量。“企业是地区发展的

基石，企业兴，则萧山兴。萧山过去的发
展靠企业，未来的发展更要靠企业。”正
是出于这种考虑，9月 28日区委常委会
讨论如何深化“民情双访”活动时，佟桂
莉提出了“以定向专访企业为主题，全面
了解掌握我区经济发展现状，切实帮助
企业解决一批经营发展困难”的意见。
至此，我区近年来首次以定向服务企业
为主题的大规模走访活动启幕。

民企发展，一直是佟桂莉关注的重
点。她就职萧山后的首次走访调研就放
在万向和传化，并向全区上下发出了倡
议：一定要在全区营造重商亲商安商的浓
厚氛围，上下同欲，坚定不移助推企业转
型升级、发展壮大。

关注民企发展，行动至上。赴各镇街
平台走访调研时，企业走访都是佟桂莉的
第一站。荣盛集团、航民集团、恒逸集团、
东南网架、商汤科技、科大讯飞……每到
一处，她看现场、解难题，为企业发展出谋
划策，加油鼓劲。

推动问题的解决，是定向专访企业

的重中之重。佟桂莉要求区委、区政府
相关领导牵头成立解决问题工作专班，
并明确责任：涉及单个部门的企业个性
问题，由相关主管部门限期解决；涉及多
个部门的个性问题，由联系区领导牵头
解决；涉及一般共性问题，由领导小组专
题办理；涉及重大共性问题，由领导小组
审定后，提交区委、区政府专题办理。在
协调智联科技城规划建设问题时，佟桂
莉仔细听取规划编制情况，关注产业空
间，关注产业生态，她强调要充分发挥好
政府的主导力、企业的主体力、市场的配
置力，政府负责做好基础设施和公共配
套建设，企业负责做好产业空间开发建
设，实现联合开发；政府用好招商扶持政
策，企业发挥好资源和渠道优势，实现联
动招商；政府立足长远谋求经济社会发
展，企业借助开发建设获得预期收益，实
现联手发展。佟桂莉主持召开的全区民
营企业座谈会上，15家企业提出的30个
具体问题，正逐步得到研究解决……

“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把最优的区

块留给平台，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产业，支
持企业不断创新创优、做大做强。”关注关
心关爱民企发展，服务就要实打实，帮扶
就要帮在点子上。

10月份以来，在佟桂莉等区领导牵头
下，萧山多项政策制度、改革措施出台，为企
业增氧、造血、强体，解决了当前难题，谋划了
长远发展，助推萧山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定最佳的发展路径。主动谋划产
业发展新空间，深度盘活存量，精细开发
增量，构建“两带两廊”产业布局架构，全
面落实“1+4+X”平台建设总体布局，深
入谋划和推进以“4286”为重点的产业载
体（即4大产业新城、2大产业基地、8个特
色小镇和 6 个产业社区），构建新旧动能
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

启动最新的发展战略。全区数字经
济发展大会，吹响了萧山发展数字经济冲
锋号，发布双倍增行动计划，扶持政策出
台的同时就当场兑现了政策奖励资金，与
浙江大学共建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诚
邀数字经济“新秀们”来萧山创业创新，激

励萧山企业家重燃万物重构时代“二次创
业”的激情。

营造最优的营商环境。全区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会后，进一步优化办
事流程，在已开展的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清单中，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完成

“最多跑一次”改革事项730项，占全部办
理事项的95.8％。

……
虽是冬日，萧然大地暖意融融。政府

的全心全意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
信心和动力。“当前萧山经济正处于爬坡越
坎的关键时期，作为萧山企业，我们要做的
就是继续心无旁骛、把牢主业、前沿探索，
把事业做好，用实际行动和良好业绩反哺
萧山。”一位企业家发出了由衷的感言。

把关心关爱企业真正落到实处

■记者王俞楠朱颖华

本报讯 十八而志，青春万岁。昨日
下午，由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社科联、
区教育局主办的我区第二十二个中学生
成人仪式暨区首届“魅力社科·共筑梦想”
高中生话剧大赛决赛在区图书馆世纪剧
场举行，300多名年满18岁的中学生齐聚
在这里参加了仪式。

诚信、感恩、宽容、责任……在老师、
家长们的祝福和期望中，成人仪式拉开了
序幕。身着汉服的学生代表上台进行了
传统的加冠、加笄仪式，台下的同学们也

通过为自己授帽完成了成人仪式。之后，
同学们举起右手，放在胸前，面对国旗立
下了庄严的誓言。

宣誓仪式过后，区人民法院法官李
诚为同学们宣读了宪法第二章《公民的
基本权利与义务》节选。“在今天的成人
仪式中，老师、家长的寄语让我感受到
迈入18岁后，面对未来的众多选择，我
需要对自己的人生担起责任，为成为更
好的‘大人’而努力。”来自萧山一职的
陈同学表示。

当天，还举行了萧山区首届“魅力社
科·共筑梦想”高中生话剧大赛决赛。来

自萧山中学、萧山五中、萧山六中、萧山十
中、萧山十一中和萧山一职的六支队伍带
来了他们精心准备的话剧。最后，由萧山
十中带来的《三千块钱》和萧山中学带来
的《妈，您好！》，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这
次话剧大赛是社科普及的一次很好尝试
和创新。”区社科联负责人说。

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共圆绿色青
春梦·生态环保我先行”活动的启动仪
式以及时代少年看时代·“浙”里最美小
学生摄影比赛一等奖和时代少年讲时
代故事中学生征文初中组一等奖的颁
奖仪式。

我区举行第二十二个中学生成人仪式
首届“魅力社科·共筑梦想”高中生话剧大赛决赛落幕

图为学生们走出成人门。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徐小兴做客萧山网 畅谈环境问题

创新争优 实干担当 提升萧山环境质量

■记者洪凯通讯员孔宇马一停

本报讯 “旅游推介效果不错，与北京
的多家旅游会展企业就合作事项进行了
深入洽谈。”区内一家星级酒店的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

昨日，由萧山区旅游局联手区内各大
旅游、餐饮、会展、酒店企业组成的旅游推
介团，奔赴北京召开推介会，共吸引近百
家当地旅游、会展企业参加。

推介会上，包括经典萧山体验之
旅、深度体验游、欢乐亲子游以及美食
体验、采风摄影、骑行运动、文化休闲、

乡村体验、酒店度假等多条特色主题旅
游线路，受到当地旅游企业的青睐。现
场，区内多家旅游企业与客源地的多家
旅游、酒店、会展企业达成了多项初步
合作意向。

“萧山的很多旅游企业和北京颇有
渊源。”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推介会
所在的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就是萧山开
元酒店集团旗下的，G20峰会主场馆杭
州国际博览中心目前也是由萧山区政府
委托北辰集团经营管理团队运营，因为
这些联系，萧山和北京旅游企业之间的
合作更加紧密。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活动，包括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
杭州开元国际旅游公司在内的萧山旅
游企业，分别与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
有限公司、北京华夏前程教育股份公
司、北京佰瑞时代会展有限公司、东方
园林环境公司文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推进各类全国性重要会议会展落
户萧山。

下一步萧山将继续采取“走出去推
介”和“请进来采风”相结合的方式，在各
相关客源地举行推介会。

萧山旅游赴北京“吆喝”
多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