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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
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
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青岛奥帆
中心码头，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
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
军旗迎风飘扬。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
表团团长齐聚检阅舰，共同等待喜庆时刻
的到来。

12时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帆

中心码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习近平检
阅海军仪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阅兵
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32艘战舰威武列阵，
战机振翅欲飞，远涉重洋前来参加庆典活
动的13国海军18艘舰艇整齐编队。

14 时 30 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
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受阅部队准
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激
昂的《分列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护

卫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母群破浪
驶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大海滔滔，铁流滚滚。自1949年4月
23日从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军在
党的指引下，一路劈波斩浪，逐步发展成
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
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志们
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
服务！”军乐作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亲
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回答相互激荡，统帅

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海军

建设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察海军部队，
发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海军”的号召。人民海军正以崭新姿态阔
步向前、逐梦海天。

15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加庆
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
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是世界各国海军
友好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律

宾、孟加拉国、文莱、韩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代满
旗，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以吨
位大小排列，依次通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国
海军代表团团长在检阅舰后甲板就座观
礼。

15时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
乐曲声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
阅兵圆满结束。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参加
活动。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来一楠

如今，走在新塘羽绒工业园区，再也
看不到鸭毛粉尘满天飞、臭气熏跑行人的
景象，干净、整洁是全新的印象。短短一
年多，变化为何这么大？

新塘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
塘羽绒工业园区的改造，是“腾笼换鸟”，
先将不合格、污染严重的羽绒羽毛企业
关停腾退，然后促使合格企业将生产加
工的环节梯队转移，留下附加值极高的
研发管理总部，同时构建完善的电子商
务网络，将新塘羽绒产品销往海外，擦亮
金字招牌。

有人说，新塘这根羽毛的“跨界”除了
完成地理位置的跨越外，更深的意义在于
跨出产业结构的新逻辑。

生产环节迁出去

近几年来，柳桥集团董事长傅妙奎的
工作行程里频繁出现一个新地点——安
徽宣城。在新塘街道对辖区内的羽绒企
业进行“外拓基地，内强总部”创新尝试之
初，傅妙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生产环节迁到宣城，研发、销售、管
理等留在萧山总部。”当问及柳桥集团在
萧山的发展，傅妙奎的思路和新塘羽绒业
的未来布局如出一辙。

像柳桥这样的羽绒企业并非是个例，
目前，已经有21家羽绒企业将生产环节搬
到宣城，其中有9家企业建成投产，12家
企业在建。虽然生产线迁出去了，但羽绒
企业的“根”还在新塘。

近些年来，新塘羽绒产业的要素制约

越来越明显，土地资源稀缺、环保压力、劳
动密集人员管理等，都是新塘羽绒工业园
区头顶的大山。如何在转移外迁生产环
节的同时，还能保留产业集聚优势？唯有
增强总部功能。

腾出发展空间

从去年开始，新塘羽绒业经历了一次翻
天覆地的“大洗牌”，几百家“散乱污”企业被
关停整治，剩下的都是行业精英。这次行业
整治，将为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腾
出了空间。 （下转第2版）

■首席记者洪凯通讯员俞秀春

本报讯 记者从空港经济区管委
会了解到，一季度，空港（含“两街一
场”，下同）经济运行良好，实现规上工
业销售产值 68.10 亿元，同比增长
37%；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5.75
亿元，同比增长20.6%；实现财政总收
入7.7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4%和24.6%，
主要指标实现“开门红”。

规上企业含金量十足

在杭州中车基地组装布局优化项
目（中车车辆二期）现场，一派繁忙的
景象，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包括车体组
装、配管配线、转向架存储在内的多个
厂房将正式投产，年产能将从原来的
200辆提升至400辆，实现翻倍。

杭州中车二期项目的快速启动，
是空港推动项目加快落地的一个缩
影。另外还有杰牌传动智能工厂、物
产安橙一站式跨境电商数字化平台、
吉华集团退二优二等一大批产业项
目。

由此带来的发展红利开始显现：
一季度，辖区118家规上工业企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70.75亿元，同比增长
34.3%；实现销售产值68.1亿元，同比
增长37.0%；实现工业增加值13.49亿
元，同比增长32.7%，高于全区平均水
平27.4个百分点。

其中，逸暻化纤、舒奇蒙能源科
技、中车车辆等10家企业产值实现倍
增，同比增加15.90亿元，拉动空港规
上工业增长29.4个百分点。

除了规上工业，规上服务业也是发
展喜人。一季度，辖区60家规上服务
业企业完成营业收入35.75亿元，同比

增长20.6%。其中，快递物流类企业增
幅明显，如申通、圆通等，尤其是京东旗
下的京鸿供应链，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80亿元，有力拉动了服务业增长。

数字经济效益初显

根据数字经济发展四年双倍增行
动计划，空港经济区以杭州红山生物
产业园、空港光电产业园和空港小镇
为重点进行临空高新产业带建设，加
快形成高新产业和数字经济集聚。

一季度，11家数字经济核心企业
实现增加值2.87亿元，完成全年任务
的30.3%，同比增长164.3%，产业数
字化效应凸显。

其中，逸暻化纤通过投资10亿元
打造数字车间、智能车间，新建加弹车
间43000平方米、新智能化立体仓库
6700平方米，产出效益明显提升。1-
3月份，实现产值17.90亿元，同比翻
了一番，拉动空港规上工业总产值增
长16.9个百分点。

而以京东京鸿供应链、圆通速递
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和“顺丰同城”建
设为样板，空港经济区正在有力推动
辖区物流业快递分拨、集疏运模式数
字化转型。

另外，以杰牌4.0智能工厂为引
领，通过适时收储一批工业企业、引导

“民民合作”“新老嫁接”等，逐步分类
推进辖区传统制造业智能工厂建设，
实现传统制造业技术、产业、模式和产
品的创新。

■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黄美佳

本报讯 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窗口
期，机器人企业迎来发展腾飞。记者
日前从机器人小镇获悉，今年一季度，
不少企业纷纷上马新项目、研发新产
品，表现尤为抢眼。“随着产业数字化
不断深入，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加快，小
镇在智能制造这条大道上将越走越
远，未来将扛起萧山转型发展大旗。”
机器人小镇相关负责人说。

做大“机器人+”文章

前不久，在杭州亚运会吉祥物征集
启动仪式上，一台“智能机器人”用英语向
全世界人民宣读了一份倡议书，引来广泛
关注。据了解，这台蓝色的机器人出自杭
州国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之手。

作为机器人小镇标杆企业之一，
国辰除了深耕智能服务机器人领域
外，还在纺织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巡
检机器人等领域颇有建树。经过多
年发展，产品已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今年1—3月，国辰交出了一份
税收132万元，同比增长94%的傲人

“成绩单”。
不止是国辰，机器人小镇多家企

业一季度也迎来“开门红”。以研发
焊接机器人闻名的凯尔达机器人税
收274万元，同比增长67%。此外，
兆丰机电、重汽杭发、联成华卓等借
力“机器换人”，都实现了产值和税收
双增长。正是得益于一个个企业快
速发展，机器人小镇前行的脚步才愈
发铿锵有力。

数字化引领潜力无限

人员减少 80%，人工成本下降
75%以上，生产周期从 2—7天减为
2—7小时，产品物耗下降约7%，生产
能耗下降18%以上……这份数据，来
自前不久开业的胜达数字工厂。

以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能，这样
的发展理念，正在机器人小镇不断蔓
延，并为小镇积蓄起强大发展动力。
比如，不久前，兆丰股份与中国电信
签订了5G战略合作协议，这是智能
制造企业的又一次新尝试。未来，双
方将共同探索5G应用场景，落地行
业物联网解决方案，进一步抢占工业
物联网市场话语权，实现智能制造领
域新突破。

“既要挖掘既有企业发展潜力，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
力，也要招引大企业、大项目，充实小
镇后续发展潜力。”机器人小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翼菲并联机
器人、无人驾驶农机系统项目、妙手
医疗微创手术机器人、成汤智能仓储
物流机器人等纷纷落户小镇，这些自
带光环的新兴企业，必将引来新一轮
创新突破，为萧山赶超跨越发展贡献
力量。

空港：“双轮”驱动实现首季“开门红”

机器人小镇：科技创新助动能转换

■记者徐文燕通讯员孙丽娟

本报讯 没有驾驶座、没有方向盘、没
有油门和刹车，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汽
车前脸和后尾……一辆5G智能网联无人
驾驶车亮相湘湖，未来将有望实现景区内
招手即停。

昨日，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联合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召开湘湖5G
智能网联无人驾驶车发布会，这是国内
首个在景区开放道路上实现的5G智能
网联驾驶应用。

这辆无人车名为 Sharing-VAN，
是国内首台融合移动5G远程驾驶技术
的L4级自动驾驶汽车，白色车身，两侧
包裹超大尺寸黑色玻璃，圆角矩形的
对称式设计带着些“呆萌”气息，又极
具科技感。

记者迫不及待试乘：车子没有门把
手，手放在黑色玻璃的门缝边，车门自动
打开。里面只有两排面对面的沙发椅，车
门对着的另一侧装有液晶屏，上面会显示
灯光、室内温度、时速、电池温度等状态。
车速不快，行驶中视野非常开阔，观感类
似虚拟游戏驾驶舱。如果前面遇到行人，
会自动停车。

“车上没有驾驶室，真正的‘司机’
在几百米之外远程遥控。”工作人员介
绍，这辆车上设置有8个摄像头、4个雷
达等，基于移动 5G 通信和网联自动驾
驶技术，可实现循迹自动驾驶、行人识
别和动态避障、区域动态限速、交通信
号灯通行等场景，同时还具有远程驾驶
功能。

基于 5G 网络建设，无人车将首先
在湘湖金融小镇二期慢生活街区开街
后引进。记者了解到，这辆无人车是
中国移动与东风汽车的战略合作成
果。不仅如此，车上还存在“萧山元
素”，无人车关键执行系统的底盘平台
智能控制系统全部由亚太股份提供，
且为自主研发。

国内景区首个5G智能联网无人驾驶车亮相湘湖

样子很“呆萌”未来有望“招手即停”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

■记者王艺霖

本报讯 财政资金如何更好服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昨日，记者获悉，总规模为41
亿元的3只区级政府产业基金，已撬动投资
规模343亿元，稳居全市第一。

这3只区级政府产业基金为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规
模分别为30亿元、10亿元和1亿元。政府
产业基金能放大财政杠杆“诀窍”是什么？

原来，我区政府产业基金积极参投
市场化运作基金，并以此引导这类基
金投资产业引导项目，从而实现政府
与市场相结合，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相得益彰。

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已参股设立沨
行愿景、凤凰两个子基金，规模分别是为
10亿元、250亿元，特别是，凤凰子基金项
目资金已全额到位，规模全省最大；产业

投资基金已参投红杉四期人民币基金、鼎
晖趋势成长基金、东方富海医疗基金、嘉
御宇仲基金等4个基金，基金总规模达83
亿元；此外，创投基金也参投了由杭州老
鹰亿磊基金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设立的创投基金。

花小钱办大事。我区政府产业基金
杠杆效应已充分体现。“设立政府产业基
金，更多是政策引导功能，主要目的是促
进国内外资本、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
人才加速向我区聚集。”区财政局负责人
介绍，同时，也促进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
的方式转变，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
本投向实体经济。

参投荣盛石化 5.5 亿元、传化集团
14.4亿元……作为重心放在我区重点上
市企业和准上市企业的凤凰子基金，目前
已投资金达203亿元，有力支持了企业高
质量发展。

在政府产业基金合作投资名单上，不
仅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大项目，也有铺天
盖地的初创型科技企业。实际上，一直以
来，我区政府产业基金紧紧围绕产业导
向，重点投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
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生物
医药等领域，助力我区创业创新和产业转
型升级。

如创投基金投资了已落户我区的唐
桥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浙江碳银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竹石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等；而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子基金，已
完成对外投资144个项目，覆盖医疗健康、
工业科技、企业服务、消费升级等领域，不
少项目已落户我区。

目前，政府产业基金正在“扩容”。如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即将签约专注于生命
科技领域的仙瞳生物医药子基金，该基金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优势和丰富资源。

政府产业基金撬动投资343亿 规模杭州第一

新塘羽绒工业园区：“跨界”发展天地新

创新强区

工业园区分类发展镇街行工业园区分类发展镇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