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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30℃～31℃，明晨最低气温17℃～18℃。

今日视点

18

■首席记者龚洁

追兵渐近、标兵在前。作为制造业大
区，萧山更加深知，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路径。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关键就在于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机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4286”产业载体中的“2”，就是两大产
业基地。无疑，这是实现从“萧山制造”向

“萧山智造”跨越的现实最佳选择。

优势制造业集聚

化纤行业，对萧山而言非同一般。全
区有4000余家相关企业，规模超过一千
个亿，全国16.5%的产能，全世界12.3%的
产能都来自萧山，是萧山的产业“老大”。

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当下，萧山化
纤制造业被列入全省21个传统制造业改
造提升试点，这意味着萧山化纤纺织行业
的倒逼转型，已经进入“倒计时”。

位于衙前镇的恒逸聚合物公司，是20
年前建成的老厂。而益农的盛元化纤是
萧山化纤行业目前最为先进的智慧新工

厂。要达到同样的产值，老工厂需要100
亩土地，新工厂只需一半。

这是“智能”制造爆发的优势，也是
“智能”制造的魅力所在。

不只是恒逸，原先被称为“东伯利亚”
的益农镇，如今却齐聚了荣盛、恒逸、万向
三家中国500强企业巨头。这背后是萧山
对产业打造的全新定位——这里将是

“4286”产业载体聚焦的两大产业基地之
一，浙江绿色智造基地（益农），规划面积
35平方公里，以智能制造为方向，主要承
载萧山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化纤新材料
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设项目引领、产业高
端、循环生态的先进智造基地。

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的
杭州德意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工厂
内，全智能自动包装线上，油烟机的出
厂包装打包都由机器完成。德意智慧
工厂是桥南区块推进企业智能制造、转
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而这里，也是萧山
的另一大产业基地——杭州桥南高端
智造基地，重点发展高端装备、节能环
保等新兴产业。

未来，桥南区块定位于先进装备制
造业基地，以机器人小镇的建设引领桥
南区块打造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基本形
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工业机器人及机
器人集成系统等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体系。

新的变革悄然进行

4月的萧山，春光迷人。在益农大片
金灿灿油菜花的映衬下，几大“智造”项目
也在热火朝天推进中。浙江盛元化纤有
限公司“9+9”项目（9万吨功能性差别化纤
维项目与9万吨免染环保纤维项目），目前
已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后新增就业
1000余人，新增销售收入50亿元，创造利
税1亿元。

同样位于浙江绿色智造基地，万向·
钱潮轴承有限公司已于去年12月完成改
造开始试生产，主要建设年产1600万套渗
碳钢圆锥滚子轴承、精密级汽车轴承等精
密轴承项目；恒逸·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也
在今年2月完成2条线改造并进入试生
产，7月份将全部投产。

而作为全区起步较早的区块，桥南区
块也正悄然进行一场变革：从工业集聚区
升级为高端智造基地。

以“亩均论英雄”为导向，以“腾笼换
鸟”为路径，3年内改造提升至少45家低
效企业，力争区块亩产税收翻一番。这是
桥南高端智造基地的“承诺”。

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开发区正通过
改造提升低效企业、整治批而未供土地、
取缔“四无”企业、产业整治、建设小微园，
以盘活存量土地为核心的五大专项行动
同步进行，最终实现“不增土地增项目、不
增土地增产值、不增土地增投资、不增土
地增税收”。目前，首批改造提升的15家
低效企业已进入倒计时。

“智能制造”激发新动能

近年来，萧山一直以国际化、全球化
的眼光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积极融入杭州
大都市发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VR、机
器人等新技术的介入，助推传统产业转型
跑出“加速度”。以这样的逻辑，再来看

“4286”产业载体中的两大产业基地，绝非

是简单的区内企业搬迁，而是要成为萧山
的绿色智慧城，集聚一流、环保、绿色的数
字工厂、智慧工厂。

这里将是传统优势制造业企业集聚
之地，更是新技术设备率先应用之地。如
浙江绿色智造基地的盛元9万吨免染环保
纤维项目，将新建研发中心、聚合车间，配
套国内先进的熔体过滤器、热媒泵等，一
流的设备加上一流的技术，必将成为萧山
化纤产业的标杆。

可以说，两大产业基地是萧山非常倚
重、面向未来的产业发展空间，被誉为萧山
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希望”，是萧山
产业的“破题”之举。

随着两大产业基地不断推进，让人看
到了萧山化纤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高
端制造业的美好图景，更赋予一个地方区
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两大基地 “智能制造”挑大梁

创新强区

““42864286””萧山在行动萧山在行动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薛辰

本报讯 为大力引进能够突破关键
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
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创业领军人才，打
造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高地，日
前，我区发布2019年新一轮高层次人才
创业创新“5213”计划项目集中征集公告
（第二批），向全球高层次人才再次抛出
“橄榄枝”。

在新一轮“5213”计划中，扶持和奖励
资金、政策十分优厚，包括项目扶持、快速
启动扶持、人才激励、安家补贴、发展扶
持、领军型团队扶持等。

在项目扶持中，创业项目经综合评
审，最高可获得600万元的项目扶持资金，

其中对于技术成果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
空白的特别重大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最高给予1500万元的资金扶持。通过人
才激励政策，个人最高可获得400万元的
配套资助。安家补贴设置了最高100万元
的购房补贴和三年生活津贴、租房补贴。
发展扶持政策中，为人才设置了最高600
万元的资助。值得一提的是，申报认定为
萧山区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的，可给
予最高2000万元的项目资助。

对于高层次人才，本轮“5213”计划
申报门槛可不低，我区将重点引进和聚
集一批在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
任相当于副教授职务以上的专家学者，
以及在国内外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
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

要达到申报要求，引进人才至少需要
在国（境）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在国
内取得博士学位，且每年在萧山创业或工
作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国（境）外硕士要

求有3年以上海外工作经历；国内博士原
则上要求全职来萧创业；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其技术成果国际领
先，或填补国内空白，具有产业化开发潜
力；为所在企业主要创始人且股权不低于
30％，或本人以货币出资形式实际投入企
业的资金达1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申
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1964年3月
31日以后出生）；若创办企业或上市，须以
萧山为总部。

当然，针对符合萧山新兴产业导向的
人才（团队）、其他特别优秀的高层次人才
(团队)，经区创业创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会议审议，可适当放宽条件。

本次集中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5月
15日，国内外人才可通过登录网址http:
//xs5213plan.com进入申报系统填写申
报材料，工作人员将通过开展形式审查、
快速启动评审、项目综合评审等环节开展
审查，评审结果届时将通过萧山人才网和
创业萧山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萧山向全球高层次人才抛出“橄榄枝”

项目资助最高可获2000万元

■通讯员韩天虹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为保障全区清明假期安全
稳定，连日来，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
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联动，切实做好
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森林防火和社会面防
控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开展全区安全生
产重点领域“7+X”专项治理行动，对全区

危险化学品、粉尘、喷涂等重点高危行业
进行专项执法，共停产整顿企业29家，立
案查处18家，移送公安行政拘留1起。节
日期间，严格执行动态检查巡查、24小时
值班值守、信息日报制度，落实重点行业
企业安全管控。

区公安分局以公墓清明祭扫的安全管
理为重点，紧盯面上巡防、交通保畅、火灾
防控等关键环节，全面加大对湘湖景区、国

博中心以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管控力
度，节日期间确保三分之一警力在岗在位，
累计投入警力5000余人次。

区农业农村局分6组对各镇街森林防
火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强化节日
值班值守，联动镇街落实节日宣传劝导、
进山道路巡查等工作，确保应急救援队
伍、物资落实到位，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
应，第一时间排除。

部门联动 为清明假期安全“护航”

昨日，铁路杭州南站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彩虹快速路（育才路—沪昆铁路段）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高架如长
虹卧波，甚是壮观。据了解，工程预计于2020年竣工。 记者丁毅摄

“长虹”卧波

■记者王艺霖

一幅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墙绘，一
座座精心打造的庭院小楼，将历史文
化与乡村田园之美完美融合。“环境越
来越美，生活也越来越好。”这句话说
出了萧山人的心声。

2019年是萧山美丽城镇建设的
启动之年，这意味着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正式进入2.0阶段。在巩固前期
环境整治成果的基础上，我区将统筹
谋划，坚持有机更新，为打造“全域大
花园”打下坚实基础。

小城镇颜值气质双提升

2016年底，萧山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吹响了号角。一千多平方公里的
萧然大地，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
旧貌换新颜。

无论是逼仄狭窄的旧巷、密布半
空“蜘蛛网”，屡禁不止的“车乱开”“道
乱占”，还是原本随处可见的脏乱差、
不文明的怪象乱象，都得到了有效的
整治，也怪不得有村干部这样说，“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就是将过去几十
年没能解决的问题一锅端了。”

在小城镇整治过程中，我区做好
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方案规划，深入挖
掘底蕴特色，拒绝“千镇一面”。

几百年前，一位诗人在楼塔留下
了“览其清辉，令其欢燕”的佳句；几百
年后，楼塔镇请来中国美院望镜创意
团队，以“欢燕”作为设计元素融入古
镇改造方案。于是，一只只栩栩如生
的燕子竞相出现在站台上、石椅上、指
示牌上……

无独有偶，几十公里外的南阳，伞
成为南阳讲好小城镇故事的重要元素
——中国伞乡陈列馆、伞文化公园、

“伞巷”、伞文化墙绘，这些都在无声地
讲述着南阳的往昔。

“绿城新街”“渔浦义桥”……不必
细数，整治后的萧山小城镇各有特色，
风韵彰显。在此前公布的2018年度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名单
中，萧山（不含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共
有8个镇街获此殊荣，领先全市。加
上之前的进化镇，我区2018年度共有
9个获得了省级样板称号。

打造“六美合一”美丽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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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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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美丽城镇”需要具备
“六个美”即环境美、功能美、生活美、产
业美、人文美和治理美；需要达到“十
个一”的标志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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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
之，就是要加快建设形态优美、规模适
宜、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管理有序、富
有活力的宜居宜业宜游美丽城镇。

“这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内涵的
新延伸。”区小城镇办相关负责人说，通
过美丽城镇建设的不断推进，萧山打造

“全域大花园”的愿景将更快实现。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启动美

丽城镇创建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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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负责人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区
首先要挑选整治基础比较好的镇街进
行先期创建。

管理理念大转变

“从以整治为核心到建管并重，萧
山走了近三年，这其中是管理理念的
大转变。”区小城镇办相关负责人说，
此前，萧山瓜沥已独辟蹊径，全省首创
《瓜沥镇城镇环境管理标准导则》，实
现“管”与“理”的有机结合。

今年，瓜沥镇打算将这套经验推
广实施，真正实现城市管理“看得到的
东西都有人管、都知道怎么管”。

按照《杭州市萧山区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既定要求，
我区将以制度化督查、标准化考核为
抓手，健全和创新小城镇长效管理方
法和工作机制，巩固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成果，全面提升小城镇生产、生
活、生态环境质量。

今年，为了加快美丽城镇建设，
我区配套出台了《长效管理实施办
法》，对全区通过省级考核验收的19
个镇街（集镇），包括镇街范围内的集
中村、镇边村以及镇际公路、镇村道
路等进行管理，管理内容包括规划实
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城镇秩序管
理、乡容镇貌管理以及深入推进整治
这五个部分。

美丽“变身”打造“全域大花园”
——“环境立区 美丽萧山建设十大攻坚战”系列报道之八

戴村成立乡贤联谊会 做深“乡贤+”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