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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谢国华

本报讯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厅联合下发《关于印发2019年浙江省
重大产业项目（第一批）名单的通知》，我
区8个重大产业项目榜上有名，数量创历
史新高，占全市近三分之一，居全省各县
（市、区）首位，充分彰显了萧山产业发展
的潜力。

7个项目力争年底前开工

重大产业项目，对推动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具有举足轻
重作用。我区列入名单的8个重大产业
项目，包括实施类和预选类两大类。其

中，实施类项目5个，涉及万向创新聚能
城年产80G瓦时电池项目、万向钱潮高
端乘用车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万向创新
聚能城年产 50000 辆增程式纯电动乘
用车项目、万向创新聚能城年产 5000
辆新能源客车项目、浙江长龙航空有限
公司维修保障主基地。

预选类项目3个，分别为浙江大学杭
州国际科创中心项目、浙江联达化纤有限
公司年产110万吨新材料纤维项目、紫光
恒越自主可控实验室及数字化产品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

据了解，8 个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
924.84亿元，总用地6591.89亩。从项目
所属来看，“万向系”项目有4个，占了项目

总数的一半；从开工情况看，除浙江联达
化纤有限公司年产110万吨新材料纤维项
目正在进行前期规划外，万向创新聚能城
年产80G瓦时电池项目已开工建设，其余
6个项目力争在年底前开工。

“4286”产业载体建设助力

“4286”产业载体建设是新时期萧山
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据了解，
在上述8个项目中，除浙江联达化纤有限
公司年产110万吨新材料纤维项目外，其
余均为我区“4286”产业载体2019年度实
施类项目。

“4286”产业载体建设，在某种程度
上推动了此次我区重大产业项目申报创

下新高。“早在今年3月份，我们就对全
区重大产业项目进行了谋划，并做好了
储备工作。”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4286”产业载体建设，谋划于去年底，正
是基于清晰的产业规划以及明确的产业
项目发展，才使今年以来分布于各大产
业平台、载体的重大项目跑出了“加速
度”。

这背后体现的是，我区对产业发展
的重视程度。为推动产业建设，今年 4
月，我区成立“4286”工作专班，有效加
强了与项目的沟通与盯引，与此同时，
不断强化营商环境优化，特别是对个别
签订投资协议不久的重点产业项目，开
辟绿色通道、派服务专人指导，争分夺

秒做好审批和落地工作，确保了项目的
及时上报。

据了解，对于列入重大产业的项目，
省政府将给予包括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等相关奖励，破解项目用地指标等难
题。“下一步，我们将在关注、跟踪项目进
展同时，积极争取省发改委和省自然资
源厅的支持，落实、解决项目有关用地指
标，进一步加快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
设。”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说。

萧山8项目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名单 创历史新高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16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
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裘超，副主任沃岳兴、董华恩、顾大飞、洪
关良、董祥富、高卫国出席会议。区长王
敏，副区长顾春晓、陈文良、魏大庆、吴炜
炜、方军、方炜、陈琴箫,钱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鹏，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
参加会议。会议由沃岳兴主持。

会上，顾春晓代表区政府报告了我区
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法院、检察
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6
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
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作审议发言。

王敏感谢代表们对政府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他说，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中
肯到位，区政府将进行认真梳理，努力落
实解决。同时，也希望人大代表一如既往
地监督、支持政府工作，共同开创萧山赶
超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局面。

就下阶段工作，王敏指出，在工作思
路上，要坚定清醒，信心满满，更要保持定
力，久久为功。萧山曾走过辉煌历程，当
前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面临着“后峰会、
前亚运”等黄金机遇，要理性、客观、清醒
认识萧山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发
挥优势补齐短板，既坚定不移做好当前工
作，也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在工作路径
上，要关注产业，优化结构，更要注重城
市、提升能级。在优化产业结构上，要着
眼于新，做优增量，实现数字产业化，更要
立足自身，盘活存量，实现产业数字化。
在提升城市能级上，以城市转型带到经
济、社会、管理的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大杭
州。在工作成效上，要会做大事，加快发
展，更要善抓小事，惠及民生。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用发展的眼光来解
决问题，并依靠人民、汇聚民力，全力改善
民生，实现共建共享共治。

裘超充分肯定上半年“一府两院”付
出的努力，认为区政府的报告体现了半年

工作的有为成果，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对萧山人民的情怀和对发展的担当；法检
两院的报告体现了司法为民的行动自觉，
服务大局的政治觉悟，改革创新的勇气魄
力和正气正义的保障推动。

对于下半年“一府两院”工作，裘超
指出，要咬定发展不放松。发展要面对
基石，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就是萧山发
展的基石，要持续关心关爱关注实体经
济，用心用情用能力帮助实体经济发展；
要面向趋势，不断赋能提升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在定位突破和配套服务上
提升；要保持定力，依托萧山传统的优
势，打造产业链，形成生态圈。要咬住民
生不懈怠。盯住民生的获得感，在教育、
医疗、养老、环境等民生实事上破难；盯
住民生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
盯住民生的幸福感，加强社会治理，打造
和谐社会。要坚持法治环境不动摇，提
升发展和生活的法治环境，保障公平正
义、执法为民。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

■首席记者周颖

本报讯 昨天，“萧候鸟”暑期活动启
幕，20户“小候鸟”家庭参观了跨湖桥博物
馆、坐游船游览了湘湖，还在萧山安放体
验馆学习了安全知识。这既是一次特殊
的“亲子游”，也是一次“深度”萧山游，让

“小候鸟”们看到了父母工作的城市，在感
受第二故乡温暖关爱的同时，也留下对萧
山的美好记忆。

目前，萧山有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
们为萧山城市建设和发展挥洒汗水，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每年暑假，“小候鸟”们千
里奔波从家乡赶来，只为与久未谋面的父
母短暂相聚。然而，忙于生计的父母，往
往无暇顾及孩子，导致来萧后的“小候鸟”
面临“二次留守”。

为了让“小候鸟”在第二故乡过一个多
彩的暑假，本报启动“萧候鸟”暑假公益活
动，组织20户家庭来一次“亲子游”。

“萧候鸟”公益活动启动以来，一直备
受大家关注。如何将公益活动做好？热

心市民纷纷出谋划策。与此同时，活动也
获诸多爱心助力：萧山长运“承包”了本次
活动的用车，湘湖景区安排了经验丰富的
讲解员并提供游船，让“小候鸟”们了解萧
山的历史，游览了美丽的湘湖。还有爱心
企业贵州茅台杭州茅粉俱乐部和贵州茅
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看到消息后联系

本报，专门为“小候鸟”们安排了可口的午
餐，准备了新书包，作为每个孩子新学期的
开学礼物。川渝志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帮
忙维持秩序，看管小朋友的安全。

活动结束后，“小候鸟”和家长们都很
尽兴，说得最多的一句是“萧山真漂亮，萧
山人真好。” （相关报道详见第6版）

■记者孟再励姚潮龙周颖
蔡敏杰吴松根颜杰

车子刚到华为坂田基地D区，就看
到一位穿着蓝色T恤、平头中年男人朝
我们微笑，这是我们此次采访的主角
——严海峰，一位华为软件构架师。

爱笑、健谈，把专业知识讲得通
俗易懂，与他交流很轻松很愉悦，严
海峰颠覆了我们对 IT 男的常规认
知。更让人产生“颠覆感”的，还有他
的故事。

计划待一年，却一干20年

“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后就一直
在华为工作。”严海峰认为，个人经历很
简单。这轻描淡写的背后，却分明是一
个学霸的成长轨迹。

没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北大物理
系。他说，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理工
科，但没经历高考还是有点“小遗
憾”。而他的北大生涯，则是从“折
腾”开始。

北大期间，由他牵头，带着室友们
到中关村买部件，自己动手组装电脑，

“单核，1个G内存硬盘，比市场上买便
宜好多”。除本专业，他还“抽空”学了
经济学，终以北大双学位顺利毕业。

1999年，华为到北大校招，他抱着
“好玩”心态去应聘，没想到被录取了，
但华为最初并不在他的计划内。“本科
毕业后，打算出国深造，连材料都备齐
了。”严海峰说，全家人为此还开了会，
整整讨论了一晚上。

家庭会议最终结论是，让严海峰
用一年左右时间，先体验下工作的感
觉，却不料一直干到现在。“到 8 月
底，我入职刚满 20周年。”严海峰总
结华为工作感受时认为，这里很纯
粹，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情绪也都
很稳定，“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以不变

应万变，努力做好自己的事，这是我
的感受。”

卡壳一个月，灵光一闪只需一秒

华为员工总数超过18万，严海峰
工号是19511号，处于2万以内，称得
上是“华为老人”。但他心态很年轻，好
奇心很重，一直在华为不断“折腾”。

干过接入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
构架等，在多个不同岗位锻炼；从南山
区深圳科技园到龙岗区华为基地，中途
还去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半，如
今在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做语言开源
预研项目的严海峰说，搞技术很“烧
脑”，但很愉快。

有一年在西安，严海峰带领团队研
发一项新产品，却碰到了技术难关。无
论如何苦思冥想都无效，整整一个月，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连吃饭时也在思
考，但仍没什么进展。

不放弃不退却，这是严海峰的态
度。“直到一天深夜，突然灵光一闪，找
到了关键，攻破了难题。”严海峰说，当
天所有人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

“这过程，前后也就一秒钟。”
正是这“一秒钟”，让华为这产品取

得了技术领先优势，并很快在市场上一
炮而红。

严海峰说，他爱技术更爱华为，
对华为有深厚感情，“坚守华为，在
华为退休是我的心愿。”对家乡，严
海峰说，萧山变化太快太大，只要半
年没回去，路都不认识。“实体经济
是萧山的根，一定要抢抓技术变革浪
潮，坚定不移推进产业数字化转
型。”他建议。

严海峰：在华为“折腾”20年
人物名片：严海峰，萧山瓜沥人，一枚典型的“学霸”，自

1999年北大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华为公司工作，现为软件构
架师。

参观博物馆 坐船游湘湖 体验安防馆

“萧候鸟”看萧山 这里真好

■记者吴瑾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的推广，16日下午，我区召开推进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向全社会推广应用
工作部署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区将在
原有基础上，面向广大市民群众和在萧山
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界人士，深入普及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鼓励他们尽快加入
到学习组织中来。

据悉，此次推广工作面向广大市民群
众，遵循并联搭建和区分管理的原则，通
过广泛宣传、多元活动和激励政策三个关
键环节，吸引广大市民关注了解“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以自觉加入、自主学习和激
励引导为主。

具体而言，各镇街、部门应充分利用各
类宣传资源，开展好社会宣传、环境宣传、
新闻宣传，做到进村入户、家喻户晓，帮助
广大群众了解学习平台的权威资讯、丰富
内容和强大功能，知道如何下载、如何注
册、如何使用、如何获得奖励、如何参与活
动等。同时，发挥身边的学习榜样力量，各
镇街、部门可评选表彰一批本地本单位的

“学习之星”，让广大市民学有标杆，追有方
向，营造人人参与、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为进一步扩大学习平台覆盖面，各镇
街、部门、单位将积极建立市民学习组织，
设立管理员，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多
元活动。如精心策划“用好学习强国，争
当学习之星”主题知识竞赛，开展“学习组
织之星”“学习家庭之星”“学习个人之星”

评比活动等，也可结合农村文化礼堂、文
化家园、老年大学和志愿服务等群众性活
动，激励广大市民群众自觉加入、自觉参
与、自主学习。

此外，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
整合有利资源，结合学习、生活、工作等多
个方面出台一批极具吸引力的激励措施，
吸引更多的群众。与此同时，继续建好用
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将线下互动活动
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工作紧密结合，充
分发挥学习平台的资源信息丰富、传播功
能强大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加快实现赶超跨越发展，继续为当
好全省全市发展排头兵提供精神动力和
智力支持。

“学习强国”平台 萧山要向全社会推广

“小候鸟”们在湘湖景区合影。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

严海峰（左二）接受记者采访。

民生实事：加装电梯需过“几重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