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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多云到晴，西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19℃～20℃，明晨最低气温7℃～8℃。

今日视点

聚焦双创进行时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傅思楷

本报讯 萧山南部交通将得到进一步
的完善。日前，杭黄高铁涉及我区主要公
路节点实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获得区发
改局的批复。杭黄高铁经过我区南部进
化、临浦、戴村等镇，位于高架之下的几条
公路部分节点将进行拓宽。

本项目涉及杭黄高铁段的主要公
路为03省道东复线、临浦快速路、东思
线、春永线、白曹线，按照规划，项目对
涉及杭黄高铁段的左右 30米道路进行

拓宽。
其中涉及03省道东复线的节点由26

米拓宽至60米，涉及临浦快速路的节点由
32米拓宽至57米，涉及东思线的节点由
18米拓宽至42米，涉及春永线的节点由8
米拓宽至42米；涉及白曹线的节点由8米
拓宽至28米。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项目建设计划投
资为420万元，工期为12个月，只实施路
基以及排水、安全设施、绿化等附属工
程。也就是说，现在实施的只是前期工
程，真正的路面拓宽工程还要根据今后道

路的整体规划进行调整。
作为我区南北向的重要通道，这几

条道路之所以要先进行前期工程，是考
虑到杭黄高铁的运营可能会影响到之
后的整体拓宽施工。

另外，南片道路部分节点的拓宽也是
为今后道路的整体拓宽打基础，比如说
03省道东复线已在陆续拓宽改建，以更
好地与杭州中环接轨，打造“半小时交通
圈”。目前杭州中环南段已经列入省级重
点工程。不过，区交通运输局表示，该项
目工可还未批复，何时开工尚无法确定。

■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吴灿飞

本报讯 8日，我区召开工作会议，
部署文明交通宣传教育工作，为提升全
区文明城市建设、市民文明出行营造良
好氛围。

为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的传播力、渗透力，今年，我区将建立
一支文明交通宣讲员团队，对辖区中
小学生、电动车自行车驾驶人、老年
人、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群体开展精
准宣讲授课。该团队由交警、各镇街
（场站、平台）、各村（社区）交通安全宣
传员组成，将形成覆盖区、镇街、村社
的三级体系。

与此同时，我区也将进一步推动市
民文明出行习惯养成，深化以“礼让斑
马线”为重点的文明出行品牌，加大宣

传力度，推进“礼让推介日”“文明出行
数据库”等文明出行实践活动。组织志
愿者参与文明交通劝导，设立“文明城
事曝光台”，强化对不文明行为曝光力
度，不断提升我区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
文明素质，助推我区“平安交通”创建。

此外，今年我区还将开展为期一
年以“深化四全措施、创建平安交通”
为主题的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
理行动年活动，即通过全方位宣传、
全领域整改、全顶格查处、全要素保
障为抓手，推进“平安交通”打造，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
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通讯员韩炜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年后复工将近1个月，干部工
作有没有松懈？近来股市行情向好，有没
有公务员上班时间“摸鱼”炒股？近日，区
纪委借助办公系统后台监测平台、上下班
车辆进出门禁系统等平台，对2019年开年
以来公职人员执行作风效能“四条禁令”
情况、各单位公款支出情况开展今年首轮
大数据监测。

上班有没有“摸鱼”，对公务员来说，
不仅仅是天知地知，还有“后台大数据”
知。在区信息中心后台办公系统的日访

问记录监测平台上，实时监测着从区政府
到村社办公室，全区几乎所有公务人员的
电脑。区纪委的工作人员说：“这次为了
防止被监测到的工作人员将违规点开证
券交易网站等解释为误点，我们特意统计
了半个月时间，出现多次违规现象就无法
辩驳。”此外，借助上下班车辆进出门禁系
统，区纪委还针对干部迟到早退等情况进
行了集中检查。

公费支出也是敏感点，此次作风效能
检查借助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税控系统
两个平台，对全区各单位公款支出情况进
行了大数据监测和排查。

上有天罗，下有地网。除了大数据监测，
专项检查还配合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

据了解，检查组兵分两路前往临浦
镇、义桥镇、蜀山街道等地，对相关单位
工作人员的到岗情况、工作状态进行暗

访。经检查，发现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
能遵守纪律，认真工作，但也存在上班时
间工作人员串门聊天、人员去向牌指示
不准确、窗口人员手机看新闻等现象。
检查人员对此一一指出并要求纠正。此
次作风效能检查，区纪委还对部分酒店
进行了集中突击检查，重点检查了酒店
是否有机关事业单位的预订记录和税务
发票。

在这场“开年第一查”中，区纪委表
示，已下发《检查情况发馈单》19张，对
疑似上班时间违规登录证券交易软件情
况和上下班迟到早退情况进行跟踪追
查，并将对存在的违纪违规行为开展严
肃问责。下阶段，区纪委将充分运用大
数据平台的监测力量，不定时开展专项
检查，提振干部精气神，让“四风问题”无
处可逃。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App自今年1月上线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学习方便，已成为全区党员学
习党的知识、提高政治素养、扩大眼界视野的学习工具。图为昨日下午，我区教育系统基层党建示
范点、萧山阳光专修学校党支部利用空余时间组织党员集中学习。 记者 丁力 摄

“学习强国”受青睐

杭黄高铁主要公路节点实施工程项目获批

拓宽节点 萧山南部多条道路将得到改善

区纪委开启首轮大数据监督

上班炒股迟到早退 难逃大数据“火眼金睛”

我区持续推进文明交通宣传教育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孙宇飞

本报讯 昨日，来自全区200户家
庭的亲子代表和巾帼志愿者，将600
棵浙江楠和银杏树种在湘湖三期湘花
岛上，树上挂有每户家庭的树苗认领
牌，以此希望各个家庭共同保护这片

“巾帼林”。
这是由区妇联联合区农业农村

局、区教育局、湘管委共同开展的“共
植萧然巾帼林·我为萧山添新绿”生态
公益行动，旨在动员全区妇女和家庭
积极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打
好“一二八”组合拳，共建美丽萧山。

在植树现场，每户家庭挖坑、扶

正、填土、踩实，配合默契，井然有序。
经过一番热火朝天的忙碌，一棵棵新
栽下的小树苗迎风挺立，在湘湖边构
成了一道道绿色的风景线。

启动仪式中，区妇联向全区妇女和
家庭发出倡议，广泛宣传，做保护环境
的“传播员”；积极行动，做保护环境的

“先锋队”；全员参与，做保护环境的“践
行者”，共建共享美丽萧山。

下阶段，区妇联还将开展“巾帼
林”养护活动。通过日常观赏、养护、
郊游等形式，让这片萧然“巾帼林”伴
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萧山人共同成长，
号召更多市民参与到这场环保攻坚战
中来。

聚焦文明城事

200户家庭湘湖添新绿

■记者姚潮龙

作为传统经济强区，萧山在这波双创
大潮中，主攻的方向在哪里？形成的最大
特色是什么？

来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表明，
按省相关统计口径，2018年全区实有数字
经济市场主体6531户，同比增长65.93%；
当年新增数字经济市场主体2595户，同比
增长112.01%。

“可以看出，萧山数字经济市场主体
有了飞跃式的增长。”《2018年度萧山区市
场主体登记情况分析报告》如此表述。随
着今年双创活动往纵深推进，这种大趋势
将得到不断确立与巩固。

数字双创势头猛

注册成立仅4个月，就完成了2725万

美元出口业务量，去年9月底落户空港小
镇的企业——浙江物产安橙科技有限公
司交出的首秀成绩单，称得上“惊艳”，更
坚定了企业在萧创业的决心。

融合跨境电商和物流资源，以数字贸
易为支撑，以新业态拓展为使命，如今，物
产安橙科技正全力构建一站式跨境电商
数字化服务平台，并将今年的出口目标瞄
准在1.5亿美元。

在物产安橙科技的带动下，以电子商
务、互联网等产业企业为主的空港小镇，双
创迎来“井喷期”，全国各地相关企业纷纷涌
入，仅去年小镇市场主体就比上年增长了
140.9%，累计数量已经接近1000户。

这仅是其中一幕。当前，以数字经济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引领萧山双创新
风尚。其中，以网易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

“新星”快速集聚，以微医、先临三维等为

代表的行业领军企业不断壮大。显然，萧
山数字双创氛围越来越好，创新要素的集
聚能力不断增强。

上述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报告指
出，从发展速度角度看，增长最快的行业
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去
年新增内资企业市场主体2351户，比上年
增长132.1%。据悉，这一行业，正属于数
字经济范畴。

特别是，平台成数字双创主体落地最
主要载体。如开发区，去年市场主体增量
达2888户，同比增长17.88%。目前，人工
智能、工业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半导
体等已是开发区主要产业形态。

后发优势释放发展空间

对萧山而言，数字经济起步并不早，
但“所有的开始都不算太晚”。近几年来，

萧山数字经济创业创新一浪高过一浪，数
字经济新格局已现雏形，一个以人工智
能、智慧医疗、增材制造、工业大数据等为
特色的产业集群，正成为萧山数字经济新
亮点、新特征。

这背后，是在打造数字经济新名片
的过程中，以及抢抓“后峰会 前亚运”

“大湾区建设”“拥江发展”等历史机遇
时，萧山正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努力将数
字经济优势加快转变为地区转型升级胜
势，持续增加经济发展深度、厚度与广
度，不断放大萧山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想
象空间。

如，杭州亚运会将在智能交通领域应
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最新技术，实现
车辆在亚运村指定区域和路线无人驾
驶。凭借亚运机遇，作为“三馆三村”所在
地的萧山，自然成为这些行业人才双创首

选地，像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
领军企业早已“捷足先登”。

在大数据创业方面，作为拥有深厚
产业优势的萧山，将为数字经济提供大
量落地的应用场景，这成为不少企业到
萧山创业创新的驱动力。如美林等一众
知名工业大数据企业，也都竞相到萧山

“安营扎寨”，准备大干一番。
为进一步拓展新兴产业发展的空

间，萧山谋划布局“1+4+X”产业发展格
局，构建“4286”产业载体，这必将促使萧
山双创主体迅速集聚成长，并成为全区
城市发展的新亮点、科技创新的新引擎、
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数字经济风生水起 引领萧山双创“新风尚”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沈燕燕

本报讯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提前完成三年行动计划，萧山打了
一场漂亮的战役。迈入新的一年，
如何在整治的基础上谋划萧山小
城镇的未来发展？记者注意到，在
今年萧山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部署中，出现了“美丽城镇”这个
新名词。

“这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内
涵的新延伸，也可以说是2.0版本。”
区小城镇办相关负责人说。在省住
建厅下发的《关于实施“百镇示范、
千镇美丽”工程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的意见》中提到，推进美丽城镇建
设，有利于全面补齐小城镇发展短
板，有利于深入实施新型城市化与
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城乡资源要
素双向流动。

“美丽城镇”是浙江在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对小城镇发
展提出的更高要求。那么，“美丽城
镇”究竟是什么？就是需要具备“六
美”，即需要环境美、功能美、生活
美、产业美、人文美和治理美；需要
达到“十个一”的要求，即一条特色
街，一条快速对外通道，一条生态绿
道，一张完善的雨污分流、垃圾分类
收集处理网，一套优质的学前和义
务教育服务网，一张全覆盖的基本
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网，一个商贸
综合市场或连锁型超市，一家舒适

型旅馆或民宿，一个文体中心，一个
小镇客厅。

“现在我们还在对各个镇街进
行摸底调查，因为每个镇街的情况
不同，打造重点和要求也会不同，美
丽城镇其实是对小城镇发展的细
分。”该负责人举例，有些镇街可以
作为都市节点型小城镇，有些可以
作为县城副中心型小城镇，还有一
些则更适合被打造成特色型小城
镇。

去年，义桥镇成了全区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试点镇中的“黑马”——资
金最大、整治工程体量最大、整治范围
最广。“我们不是改造一条街一条路，
而是在5平方公里集镇范围内打响这
场战役。”义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拆除各类违法建筑 9.8 万平方
米，完成立面整治18.85万平方米，入
户线整理400户，关停“低散乱”企业
55家、整改提升 63家，新设停车位
350个。比数据更能说明义桥变化
之大的是老百姓的看法。“义桥开始
变了，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了。”看着雏
形初现的里河公园，村民张金法由衷
地感叹。

好的整治效果就是在为“美丽
城镇”打基础。“今年我们的目标是
全面启动美丽城镇创建计划，对照
标准，结合镇街自身实际，分批次和
梯队进行示范和达标创建，力争在
2021年，使萧山的小城镇都能成为
美丽城镇。”

对标“十个一” 萧山小城镇整治主打“美丽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