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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多云到阴，中午前后起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东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25℃～26℃，明晨最低气温16℃～17℃。

今日视点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十五届区委常委会第
5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五次
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听取我区城中村改
造拆迁安置房建设情况汇报。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主持会议
并讲话。王敏、赵立明和其他区委常委出
席。裘超、洪松法等列席。

会议指出，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有关工作，充分体现了省委强
烈的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及对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
精神，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
大意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坚定自觉
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两个维护”
的实际行动。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的严峻形势，全力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排查风险隐患，列出
清单、落实责任，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
缪；健全工作机制，树立项目化管理理
念，推动防范化解风险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强化维稳安保，做到大事不出、小
事少出、有事及时妥善处置。要坚决扛
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使命担当，为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有力
支撑。强化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强化工作
本领，着力提升干部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化解风险的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
保苗头隐患有人问、有人管；强化社会
合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构筑抵御各类风险的铜墙
铁壁。

就做好我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工
作，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加快推进，千
方百计加快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房及配

套设施项目建设和回迁安置进度，早日
圆拆迁群众的“安居梦”；要紧盯目标攻
坚破难，强化统筹协调，着力破解难题，
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要“又快又好”确保品质，把好规划设计
关、建筑质量关、配套设施关、长效管理
关；要严肃政策稳妥安置，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坚决做到“一碗水端平”。
要加强城中村改造拆后土地综合管理工
作，切实提升利用效率，真正做到拆出一
片新天地。

十五届区委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

坚持底线思维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紧盯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工作

■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蒋震霆

本报讯 大项目推动大建设，大建设
迎来大发展。记者近日从区发改局获悉，
今年我区有34个项目列入市重点实施项
目，计划总投资1892.37亿元，当年计划投
资216.60亿元，项目数和投资金额均创历
年新高，位居全市各区（县、市）前列。

新开工项目13个

为迎接2022年杭州亚运会，今年以
来，全区上下以亚运筹备为总牵引，一大
批重大项目竞相上马，再掀投资建设热
潮。根据列入市重点实施项目名单，34个
项目中，13个为今年新开工项目，其中9
个地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钱江世纪
城，亚运辐射带动效应凸显。

从投资主体看，这些项目既有政府
投资建设的，如杭州市钱江世纪城亚运
村片区市政基础设施一期工程、信息港
中学、钱江世纪城新中北安置小区、钱江
世纪城初中等，大多为民生保障项目；也
有民营企业投资项目，比如万向创新聚
能城年产80G瓦时锂电池项目、圣奥国
际家具时尚中心、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
司维修保障主基地、奥体印象城、萧山城
南银泰城等，表明在民营经济政策红利
下，民间资本投资热情高涨。

此外，为保障萧山有效投资后劲有力，
还有9个项目被列为2019年市重点预备项
目，包括杭州湾智慧谷（海创园）二期项目、
杭G235高架（绕城至三环段）工程、微医国
际医学中心项目等，共计总投资267.72亿
元。据了解，目前，上述项目正在进行前期
准备，有望在年底前开工。

“交通”和“亚运”是热词

除了新开工项目外，历年结转项目有
21个，且完工节点都在2022年前。记者

梳理后发现，“交通”和“亚运”成为项目
“热词”，包括有9个交通建设项目，7个为
亚运项目。

其中，9大交通建设项目为铁路杭州
南站综合交通枢纽东及西广场项目、风情
大道（机场路—金城路）工程、彩虹快速路
工程（萧山段）、通城大道快速路工程、风
情大道快速路（金城路—湘湖路）工程、
03省道东复线高架南延工程、红十五线
改建工程、03省道萧山义桥至楼塔段改
建工程、时代大道改建工程。这些项目建
成后，将全面提升萧山交通路网系统，进
一步拉大城市发展框架。

而 7个亚运项目，主要涉及亚运村
媒体村、运动员村、官员村项目，以及奥
体中心场馆建设等。“一般来说，重大项
目建设周期较长，特别是交通项目，基本
都在 3 年以上。”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
说，比如，彩虹、通城大道等快速路都有
3年工期，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馆和游泳
馆项目，从2013年开始建设，将一直持
续到2021年。

萧山列入市重点实施项目34个 总投资近两千亿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来一楠

本报讯 日前，新塘街道公布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新塘完成规上工业销售产
值30.19亿元，同比增长20.4%；完成规上
服务业增加值1.22亿元，同比增长63.1%；
总 财 政 收 入 达 7.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7.71%。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经济表现亮
眼，一季度数字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
36.7%，实现“开门红”。

工业生产明显回暖

工业生产明显回暖，从财政收入数据
上可见一斑。一季度，柳桥实业税收收入
达1189.47万元，同比增长47.54%；华英
新塘税收收入达548.25万元，同比增长
16.76%，均名列前茅。

随着“腾笼换鸟”的步伐不断加快，新塘
产业结构也在调整中不断向好。作为一个

羽绒及羽绒制品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
大镇，新塘以往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分散，
产业单一，村企紧邻，这些都给产业可持
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针对这一情况，新塘在区《镇街工业
园分类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邀
请深圳市全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新塘
街道编制“云创智谷”产业发展规划，同
时每月梳理闲置厂房信息，制定招商手
册，为“云创智谷”产业规划落地提供基
础保障。

数字经济扬帆起航

传统经济积极突围，数字经济也是
风生水起。3月 29日，新塘街道举行数
字经济发展大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签约云创直播小镇、数字支付产业园、履
带吊资源共享网、奥蒂新能源汽车电控、
吉宝无人工厂自动系统研发制造、新塘

创业大街等六大项目。其中，新塘创业
大街项目与时代浙商创新中心、电竞双
创中心、中国质量研究院杭州分院项目
完成签约。

目前吉宝无人工厂自动系统研发制
造”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计划投资 7000
万元，奥蒂新能源汽车电控项目正在着
手立项，云创直播小镇项目开始装修与
招商。

另一方面，新塘还积极拟定推动街
道经济发展的若干实施意见，为纳入
数字产业化梯队建设的企业提供政策
支持，引导企业抢抓新一轮产业变革
的历史机遇。

新塘：抢抓新一轮产业变革机遇

近年来，借助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萧山新农村建设全面驶入“快车道”，环境变美了，道路变净了，村
容变靓了。图为4月的临浦镇新港村，苗木地五彩缤纷，茅潭江绕村而过，美不胜收。 记者唐柯摄一江春水绕村过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孙佳娣

本报讯 明日9时30分，区委常
委、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叶建宏将走进萧山网直播间，与网友
进行对话，就开发区如何贯彻创强大
会精神，全面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的思路和举措，与网民交流互动，听取
市民建议。

当前，开发区以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为发展思路，
以“两城两镇两基地”即智联科技
城、万向创新聚能城、信息港小镇、
机器人小镇、杭州桥南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浙江绿色智造基地为载体，
聚力攻坚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
及人工智能、生物经济等领域，大力
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
材料、健康医疗等优势产业，着力构
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

在全区创强大会之后，开发区及
时学习贯彻，认真组织落实，建立了
施工总队，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

重点的创新经济，大力做强以特色
平台为重点的创新载体，力争在全
区经济发展中当好“头雁”，为萧山
开创赶超发展跨越发展新局面作出
更大贡献。

如果你对开发区全面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有什么意见建议，欢迎登
录萧山网网络系列访谈专题及萧山日
报官微、萧山网官微进行留言。网络
系列访谈将于明日9时30分在萧山
网、手机萧山网PC及移动端进行文
字、图片和视频同步直播。

全面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明日 叶建宏做客萧山网对话网友

创新强区
““三招三引三招三引””的萧山实践的萧山实践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徐玮韬

如何充分发挥资本这根指挥棒作
用，从而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在萧山,

“金融+产业”新模式已经风生水起。
近年来，随着我区金融集聚区加

快建设，多元化的金融资本业态渐入
佳境，而金融理念、资本思维不断被运
用到招商工作之中。某种意义上，资
本招商正成为撬动我区新一轮转型升
级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资本+项目”新路径

不久前，在一场自动驾驶汽车展
示活动中，商汤科技公开展示了面向
于乘用车的自动驾驶技术，并获得业
内外极大兴趣。目前，这家全球领先
的AI平台公司正以萧山为新起点，全
力发展无人驾驶中心等前沿产业，助
力萧山打造AI产业。

谈起商汤科技与萧山的“结缘”，
要归功于沨行愿景，这是一只由我区
政府产业基金参股设立的子基金。
该子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就围绕产业
导向，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尤
其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生物
医药等领域，并不断尝试将这批项目
引进萧山，为我区开辟了一条招商新
路径，其投资的项目商汤科技，就是
成功案例之一。

类似的还有不少，如唐桥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浙江碳银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竹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等创新创业项目，背后的资本都闪烁
着萧山影子。此外，像早已落地萧山
的东方富海医疗基金，为萧山导入2
个高端医疗项目，项目团队成员大多
是来自国际知名企业的高管，其中1
人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人才。

区金融办负责人认为，资本是最
好的“选择器”、“放大器”和“加速
器”，资本招商已成为全区招商工作
一种新突破口，这样做带来的好处

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一些项
目甄别上的难题，从而引进更多优
质项目”。

“资本+孵化器”新探索

近年来，利用资本的催化和杠杆
作用，萧山已经探索出了一种产融结
合的园区基金招商新模式，即以股权
投资为引导，吸引其他地区优质企业
进入，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升级，形成聚变效应。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区股权投
资企业突破3000家，仅去年就新增了
642家。这些股权投资企业正以最敏
锐的市场嗅觉，积极布局医疗健康、工
业科技、企业服务、消费升级等未来产
业业态。如何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
是萧山招商的新命题。

位于信息港小镇的湾区科技企业
孵化器，截至2018年度已经通过旗下
创设的VC基金，吸引到29个优质项
目。除去“独角兽”企业云集之外，还
包括“纯软体”仿生机器人的领军者小
象科技、由知名互联网ORACLE专家
冯大辉创建的无码科技、全球跨境支
付平台—我汇科技、基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赋能服装产业的知衣科技，以及
准独角兽企业食享会等。由此可见，
一条“资本+孵化器”的路径忆已初步
形成，被誉为“破题之举”。

资本招商在萧山方兴未艾，加强
基金参股的优质企业与政府部门、产
业平台、投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互
动，成为了下一阶段我区工作的重点
之一。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说，要充
分发挥资本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引
领作用，让资本招商成为我区精准招
商的“金名片”。

“金融＋产业”招商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