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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言实录 本期聚焦：萧山科技城“产城人融合”建设情况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王晓锋

萧山科技城是深度融入大
杭州、主动接轨长三角的桥头
堡，是实施创新强区战略、实现
赶超跨越的重要平台。近年
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各级各部门的协同支持下，科技
城坚持高点定位、规划先行，开发
建设扎实推进,为实现“产城人”
深度融合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8月7日区政协举行十四届
六十三次主席会议，专题视察萧
山科技城“产城人融合”建设情
况。会上，区政协委员、智库成
员结合前期调研，从强化规划引
领、理顺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
境、完善产业配套、强化金融支
持等角度积极建言献策。以下
是部分区政协委员、智库成员的
发言摘要。

区政协智库成员俞铁：
拓宽融资渠道，强化金融支
撑。一是优化重构融资平
台。提高平台融资能力，增
强资产实力，保障稳定的现
金流，提升自身造血功能。
二是拓宽多元融资渠道。梳
理园区建设资金需求，加强
与金融机构方案对接，充分
利用平台固定资产融资贷
款、重点项目配套专项融资
政策、PPP融资、金融租赁、
发行债券等形式，创新融资
方式。三是加大对园区企业
的金融支持。探索建立由政
府、银行风险共担的融资保
障机制，保障园区企业发展
资金需求，不断提高服务企
业能力。经济界别委员王立加：

明确发展定位，强化规划引
领。一是完善总体规划布
局。立足全局，统筹规划整
个科技城区域内产业布局、
城市设施、居住生活、商业配
套等，实现“产城人融合”发
展。二是整合产业招商资
源。根据科技城的产业定位
和布局规划，确定若干细分
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加大对
龙头企业的招商力度，推动
重点项目落地，实现产业集
聚发展。三是打造专业化管
理团队。着力引进高素质专
业管理人才和一流团队，负
责城市规划、园区建设、招商
引资、科技服务等，实现高起
点谋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
管理。

经济界别委员陈军：
发挥平台作用，完善产业配
套。一是做强产业平台载

体。进一步加大对创新团队
和企业双创平台的政策支
持，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打造
一批优质多样的谷、园区、小
镇等创新平台。二是强化大
平台引领。加快创新聚能
城、智联科技城、浙大国际科
创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促
进国际科创资源集聚，辐射
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三
是培育创新创业生态。坚持

“四智领引、三生融合、三创
联动”发展理念，将生产生活
生态场景与创造创业创新活
动无缝衔接，打造一流的创
新生态链。

民进界别委员凌国泉：
理顺体制机制，统筹区域开
发。一是完善管理体制。
对于区域内各管理主体，进
一步理顺关系、完善机制、
集聚要素、优化服务，按照

区域总体规划进行统一开
发建设。加快推进项目落
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破解规划、土地、指标、资
金等要素瓶颈。二是强化
协调统筹。建立区域开发
建设协调机制，在规划、审
批、建设、招商、项目引进等
全过程中，强化各主体的沟
通协调，确保各区块既各有
特色、错位发展，又有机统
一、融合发展。

科技界别委员董可星：
强化改革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一是打造高效便捷的政
务环境。深化“标准地”改
革，做到“多通一平一围栏”
高质量交地，强化项目报建、
政策申请等代办服务，确保
项目尽早落地。二是打造科
学创新的管理模式。进一步

工商联界别委员陈思聪：
加强设施配套，改善创业环
境。一是优化居住生活环
境。对标国际标准，大力建
设办公园区、特色商业、滨
水社区、主题公园、学校医
院等配套设施，营造更加舒
适的创业生活环境。二是
优化公共交通配套。完善
区域内的公交线路设置，加
强与城区、机场、地铁站点
的接驳，满足公共交通出行
需求。三是优化创业创新

科协界别委员杨利峰：
打通交通要道，优化交通网
络。一是完善内部交通网
络。加快推进“五横四纵”
主干道路和城市快速路建
设，推进高铁、高速抬升等
规划建设，积极争取滨江二
路纳入市级总体计划，加快
开工建设。二是加强周边
区域交通连接。通过轨道
交通、城市快速路、过江通
道等，加强与萧山城区、杭
州主城区等区域的对接，强
化与区域交通道路的有效
衔接，提前预留道路建设空
间。三是优化轨道交通布
局。强化轨道交通规划建

深化园区管理服务，促进园
区发展向市场主导转型。三
是打造充满活力的人才机
制。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薪
酬、落户、住房、医疗、子女入
学、配偶就业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设立人才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加大创新型人才的
招引力度。

生态环境。既大力招引大
型龙头企业来科技城落户，
也积极吸引小微科创型企
业扎根科技城，形成完整良
好的创业创新生态。

设，高度重视机场快线、地铁
规划11号线等轨道交通的
站场规划布局。

场景化运营 助推酒店数字化转型

我区召开防控登革热宣传培训会

家庭医生 51.4万萧山市民的“健康守门人”

萧山长运开通义桥至滨江定制包车服务
17日上午，众多来自主城区的游客在湘湖参加龙舟、皮划艇等项目的比赛和体验，美丽的湖光山色让

大家赞不绝口。 通讯员 邵居铭 摄泛舟湘湖

RoboCom城市联赛8月赛举行

■记者 施丹丹

本报讯 查健康档案、监测病情、开处
方……这些，都是施鲁芳的日常工作。她
既是瓜沥镇三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
科医生，也是社区居民们的家庭医生。在
不少居民看来，施医生就是一本“健康活字
典”，“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药过
敏，谁家有几个小孩，她都一清二楚”。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在萧山的
6000多名医师中，有一群人，还承担着另

一个重要的职责：居民“健康守门人”。他
们，就是和施鲁芳一样的家庭医生。

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目前，我区已
建起一支1597人的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为
老年人、孕妇、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人
群提供服务，已惠及市民51.4万人。

推行家庭医生服务

我区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启动
于2016年10月。

“大医院的门诊大厅里挤满了人，其中
有不少是感冒、发热、咳嗽等常见病患者，
而这些病完全可以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治
疗。”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说，为优化就医
格局，引导患者合理就医，我区开始推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通过逐步建立家庭

医生与居民之间良好的契约服务关系，推
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从而
进一步满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需求。

家庭医生，承担的是居民“健康守门
人”的职责，建起的是一张全民健康防护
网。监测居民的慢性病病情、联系预约转
诊检查、开具慢性病长期治疗处方……要
为居民们提供好这些医疗卫生服务，最为
关键的，便是组建一支医术精湛、工作负
责的家庭医生队伍。

为此，我区积极发动全区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的一线医师，加入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直接服务于最基层的群
众。同时，为切实提升家庭医生的医疗技
术水平，我区还启动实施了《基层卫技人
员技能培训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开展定

向培训、结对帮扶等举措，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优秀、专业的基层医护人才。

据统计，目前，全区25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分中心）以及所辖259个服务站，
已全部参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共组建
起家庭医生服务团队368个，参与签约服
务的医护人员共计1597人。

惠及市民51万余人

“大伯，我们来给你量血压了。”近日，
宁围街道利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家庭医生
团队，来到签约对象吴大伯家中，为他进行
体检和健康指导。吴大伯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隔段时间，他的家庭医生就
会帮他量血压、测血糖，监测他的病情。

如今，和吴大伯一样，我区已有越来

越多的市民签约聘请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享受到了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据
区卫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实行自愿签约原则，经过
两年多的宣传动员，目前全区已有51.4万
人签约了家庭医生。

为精准开展好服务，我区还把老年
人、孕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以及
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疾病患者，作为
家庭医生的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定期走
访、及时监测，为他们筑起一道健康屏障。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壮大家庭医生
队伍，依托医共体建设，把更多区级医院
的专科医生纳入家庭医生团队；同时，拓
宽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以满足居民多样
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
新领域技术的高速发展，正在推动各
行各业实现从“互联”到“智联”的数字
化转型。日前，开元酒店集团与邸客
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发
布酒店数字化产品“双屏互娱系统
2.0”，通过电视和手机双屏互动，打造
全新的“基于酒店场景的目的地体验
社区”。

“双屏互娱系统”就是通过AI智控

终端打通电视屏幕，把客房内的电视机
变成一块“智慧屏”。住客插入房卡即
可唤醒电视，播放基于大数据算法而得
出的住客最感兴趣的视频节目；通过手
机扫描电视屏幕二维码，还能直接参与
互动游戏、免费点播影视内容、搜寻周
边吃喝玩乐的信息等。

据市场统计，酒店客房电视的打开
率已不足10%，而通过手机与客房电视
的双向互动，不仅能提升用户体验，满
足用户的多维度需求，还能激活电视屏
幕的流量价值，为广告商提供稀缺而精

准流量入口。
签约仪式上，中科院上海高研院智

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德军表示，人工
智能已经成为提升用户体验和智慧化
感知交互的重要手段，“双屏互娱系统
2.0”的推出，为酒店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和典范。

据悉，目前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内
近三成的客房已经率先启动了该应用
系统，未来还将实现整个酒店集团的全
覆盖，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线
下服务”的商旅体验。

■通讯员 王琛源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16日，RoboCom城市联赛8
月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高中
生聚集萧山机器人小镇，以“智慧亚运”为
主题展开比拼。

参赛选手根据赛事主题进行项目立项、
方案制定、搭建、编程、调试，撰写作品功能、
制作及调试报告书。并向评审老师讲解作

品，评审老师挑选优秀作品进行现场问辩。
有别于以往青少年赛事，本次赛事更

加侧重于对知识积累与专业技能的考核。
现场设置路演，现场答辩环节更是对参赛
选手临场应变及整体把控能力的考验。整
个赛事过程将对参赛团队的沟通、协作与分
工以及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考核。

下一步，组委会还将陆续开展一系列
赛事及学术活动。

■通讯员 孔佳俐 吴俊杰 见习记者 黄婷

本报讯 为解决义桥、闻堰等地部分
居民往返滨江区上下班交通通勤需求，今
日起，长运公司试运行推出“萧山长运义
桥至滨江定制包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
扫码、App、小程序即可完成购票，上车刷
身份证完成检票。

该线路投入2辆48座县际旅游包车，
早晚每车各发1班，分东、西两线，停靠上
下客点以公交站为主，全程26.5公里，预
计行车时间80分钟。两个班线运营时间
均为每周一至周五，实行统一票价，试运
行期售票8元／张（单程）。

一车走滨安路东线，经停16个站台：新
峡路口公交站（溜达公寓小区）→东方路罗
峰路口公交站→义桥西公交站→牌轩村

公交站→民丰村公交站→山后村公交站
→小砾山公交站→三江村公交站→东汪村
公交站→时代大道闻兴路口→红新园公交
站→羊前圩公交站→滨安路江虹路口公交
站→江陵路滨和路口公交站→物联网街共
联路口→物联网街阡陌路口。去程发车时
间7:05，回程发车时间18:30。

另一车走滨安路西线，经停15个站
台：新峡路口公交站（溜达公寓小区）→
东方路罗峰路口公交站→义桥西公交站
→牌轩村公交站→民丰村公交站→山后
村公交站→小砾山公交站→三江村公交
站→东汪村公交站→时代大道闻兴路口
→伟业路滨康路口→联庄公交站→信诚
路江南大道公交站→滨安路信诚路口公
交站→华业科技园南门。去程发车时间
7:00，回程发车时间18:30。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章王的

本报讯 近期，气温高、降雨频繁，萧
山蚊群密度呈现升高态势。为进一步提
高登革热诊治和防控能力，区妇联联合区
卫健局在蜀山街道召开防控登革热宣传
培训会。

会上，副主任医师王富良就登革热基
本知识、疫情形势、风险评估及防控措施
等方面作了培训。据悉，登革热是由登革
热病毒引起，经伊蚊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
病，具有传播迅猛、发病率高等特点。该
病流行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在每年的

5—11月，高峰在7—9月。萧山主要是白
纹伊蚊，病毒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给人类。
王富良提出三点防范登革热的方法，清理
蚊虫孳生地、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

接下来，区妇联还将结合“家家幸福
安康工程”“五进社区”“环保小卫士·分类
我做主”等活动，向居民、小朋友发放登革
热防控倡议书和宣传折页，并依托“五进
社区”课堂，开展更多防控登革热培训。
同时，在各镇街场、开发区发动基层妇女、
巾帼志愿者、各个家庭全面开展环境整
治，清除积水，消除蚊媒孳生地等行动，为
建设健康、美丽、舒心家园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