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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26 日是区委常委会“铭初
心·担使命·立潮头”第二段专题读书会的
第二天，佟桂莉、章登峰、裘超、洪松法、赵
立明等市管及以上干部以集中自学、交流
研讨等方式交流学习体会，提高学习实
效。佟桂莉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更加
重视调查研究，持续推进思想大解放、理
念大转变、能力大提升、难点大突破、发展
大提速，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上午，市管及以上干部开展了集中自
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读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党章等文献。

下午，学习交流会召开。佟桂莉主持

并讲话。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徐亚
明出席。章登峰参加。

裘超、洪松法、赵立明、蒋金娥、赵文
虎、顾春晓、陆志敏结合新时代解放思想
大讨论，对调研成果进行交流。

费跃忠、童一峰、金孝平、陈文良、陆
志敏、罗林锋、魏大庆、吴炜炜、方炜、陈琴
箫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
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为、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党性修养、廉洁自律”等八个方
面专题交流学习体会。

佟桂莉强调，下一步要持续深化学
习，始终在学习上当好示范，特别是要在
熟读、深读、精读上再下功夫，在学深悟通
做实上再下功夫，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合一上再下功夫，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要坚持以学促悟，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对初心的最强坚守。以先进理

论滋养初心、先进典型照亮初心，把牢思
想之舵、守牢精神之魂，不断夯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信念根基，切切实实将“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人生不懈的追求、
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以学促改，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对使命的最强担当。以
更加理性的思维理清顽疾痼瘴的症结所
在，以更加敏锐的判断认清赶超跨越的机
遇所在，在深查彻改、祛疾除疴、革新鼎故
中不断坚定信心、增强决心。坚持以学促
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对发展的最强推
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
界观方法论，不断提升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增强包容开
放的观念、干事创业的激情、破难攻坚的
本领，高质量高水平推进“一二八”组合拳

和“六接六区”新工程，勠力同心，真抓实
干，加快实现萧山更高起点的赶超跨越。

佟桂莉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深、实、细、准、效”五字诀的要求做
好调查研究，结合解放思想大讨论、全年
重点目标任务推进、明年思路举措谋划，
进一步深化调查研究，持续推进思想大解
放、理念大转变、能力大提升、难点大突
破、发展大提速。要围绕中心，确保调研
课题“有分量”。紧紧围绕深度融入大杭
州、主动接轨长三角，高质量打好“一二
八”组合拳等中心工作、重大战略、重点任
务开展调查研究，把题目选准、把问题找
准、把原因晰准、把建议提准，形成更多更
有分量更有质量的调研成果，为萧山实现
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赶超跨越提供有力
的指导和借鉴。要下沉一线，确保调研工
作“接地气”。甘于放下架子、扑下身子，

真正沉下去、接地气、摸实情，切实提高听
民声、察民情、集民智的能力。结合主题
教育，深入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和“民
情双访”活动，聚焦民生实事、“关键小
事”，为企业、群众、基层多解难题、多办实
事。要善于转化，确保调研成果“用得
上”。注重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对问题
的敏锐判断、对症结的精准分析、对成因
的科学把握，注重在调查研究中提高本
领，注重对调研中所提出的对策建议的转
化落实工作，明确责任抓好实施。

佟桂莉强调，领导干部既是课题的负
责人，又是成果的实施人、问题的解决人；
既是解决问题的牵头人，又是解决问题的
监督者；既要会调研，又要会实施、会转
化、会落实，真正能够使调研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转化为实现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佟桂莉在区委常委会“铭初心·担使命·立潮头”第二段专题读书会上强调

持续深化学习加强调查研究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记者刘殿君通讯员俞秀春

本报讯 昨日，杭州湾生物科技谷正
式开园，总投资20亿元的健新原力生物医
药全产业链项目奠基。当天，吉华创新产
业园项目也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宣布杭州
湾生物科技谷开园。区领导裘超、洪松
法、陆志敏、魏大庆等参加开园仪式。
2017年诺奖获得者迈克尔博士等国际嘉
宾参加项目奠基仪式。

杭州湾生物科技谷是萧山布局发展
生物经济的三大产业平台之一。2018年，
杭州空港经济区收储原红山农场金首水
泥地块，通过存量盘活和有机更新，构建

“药、医、器”三位一体产业发展体系。科

技谷打造生物医药创新集群，目前已初步
形成“1+X”的运作体系，成为萧山“4286”
产业载体的重要平台。

开园当日，在健新原力、京新生物生
命科技园、吉华（生物）创新产业园等六大
项目成功入驻的基础上，又有巨烽科技华
东总部项目、英脉生物医药项目等五大项
目签约落户杭州湾科技谷。

据介绍，巨烽科技是医疗影像行业龙
头企业深圳巨烽设立的华东总部项目，致
力于医疗影像行业中显示技术创新与应
用。英脉生物医药项目由知名业内投资
人王健博士创立的生物创新药研发公
司。光谱检测项目是全球领先的工业光
谱检测方案提供者，专注于光谱技术的革
新与市场的拓展。生物医药创新基金项
目是由健新原力和知名生物基金投资人
担任GP，资本规模一期20亿元，重点投资
杭州湾生物科技谷内产业链上相关企
业。而中信集团金融服务项目则为杭州
湾生物科技谷和健新原力等项目提供全

方位金融服务。
签约仪式上，杭州湾生物科技谷诺奖

工作站、美国华人生物医药协会（CBA）中
国联络处和中国萧山FDA华人专家协会
三个重量级智库进行了揭牌。其中，杭州
湾生物科技谷诺奖工作站的落地，将助力
科技谷打造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人才洼
地。工作站计划每年引进诺贝尔奖得主
一名，今年入驻的专家为2017年诺奖得主
迈克尔博士。

空港经济区具有发展生物经济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配套优
势。以杭州湾生物科技谷为载体，以健
新原力项目为引领，空港将围绕萧山发
展生物经济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做优规
划、做全配套、做美环境、做好服务，努
力让投资者放心、创业者舒心，让杭州
湾生物科技谷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真正形成有影响力的生物医药集群，为
推动萧山生物医药产业化作出更大贡
献。

杭州湾生物科技谷昨开园
总投资20亿元的健新原力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项目奠基

变、实现腾飞。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

命。当前，萧山已进入重大机遇的叠加
期，拥有亚运筹备、“大湾区”建设、“拥江
发展”等战略机遇，数字经济发展等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机遇千载
难逢，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成长中的烦
恼”，面临着保持引领、持续增长、城市品
质提升等方面的压力，遇到了思维方式固
化、对传统发展模式较为依赖等问题。

破解瓶颈制约，迫在眉睫。如何解好
这一难题？萧山的思路清晰明确：必须解
放思想。

萧山的过去是在解放思想中不断奋
进的，萧山的未来也必须在解放思想中砥
砺前行。面对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萧
山要谋求蝶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打
开胸襟、拓宽视野，跳出萧山看萧山，用大
气、开放赢得未来。

解放思想再出发

明思路，定决心，强行动。
去年11月8日，萧山于全市之先，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启了全区解放思想大
讨论活动，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通过深
入查找思想障碍、观念束缚、体制机制等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树立全新理念、观
念、思维、方法，弘扬新时代“奔竞不息、勇
立潮头”的萧山精神。

自我揭短，才能谋变图强。为推动活
动扎实开展，萧山直面当前存在的突出问
题，提出坚决破除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树
立抢抓机遇敢为人先新思维等“六破六
立”。发人深省的自我叩问，给全区上下
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面对思维路径的束缚，我们怎么

破？”“面对翻篇归零的起点，我们怎么
干？”“面对产业未来的课题，我们怎么
答？”……每个部门、镇街都迅速刮起解放
思想的“飓风”，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在
对标找差距，拷问自己该怎么办、萧山该
怎么办。“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凝聚成萧
山人的共识和对自我的期许。

认清短板，拿出实招，重整行装再出
发。萧山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着力
点，放在了主动创新求变。

时代在变、形势在变、社会在变、行业
在变、企业在变。变才是永远不变的主
题。萧山提出，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促进城市高品质发展、改善民生事业、
推动改革攻坚、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等方面解放思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
面融入大杭州，主动接轨长三角，积极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广泛承接杭州主城
区、长三角的辐射和溢出效应。

萧山，从此踏上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行动至上谱新篇

思想上的“破冰”，带来的是行动上的
“突围”。“思想清单”既明，伴随着一次次
的思想大解放，一系列动作频频。

2018年11月21日，就在开展解放思
想大讨论后的10多天，一场数字经济发展
大会隆重召开，宣告了萧山加快发展的决
心——通过实施四年双倍增行动计划，全
力打造数字经济新名片，勇当杭州数字经
济第一城排头兵。春节后的第二个工作
日，萧山吹响“四强四提”的号角，以强学
习提本领、强创新提动力、强服务提质效、
强担当提作风为抓手，把大讨论引向深
入，把作风大转变落到实处。

（下转第3版）

抓早谋实 解放思想新征程
——全区解放思想系列综述之一

■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来静怡

秋日的益农镇群围村，村道阡陌，
绿树成荫，稻田灿灿，流水清清，别样的
美丽。谁能想到，13年前，这里还是一
个负债累累，矛盾错综复杂，群众上访
不断，名副其实的贫困村、落后村。也
正是因为穷，被人戏称为“穷围村”。

群围之变，离不开一个团结一心
的好班子，更离不开“领头雁”郑剑
锋。破茧成蝶的背后，饱含着他诚挚
的为民情怀和沉甸甸的使命担当。正
如他所说的，“初心”就是让组织放心，
让村民开心。

临危受命，干出村庄新面貌

干净笔挺的衬衣、西裤，在群围村
党总支书记郑剑锋身上，总能看到一种

“儒商”的影子。的确，他扛起群围村发
展重任，完全是“临危受命”。2006年，
时任杭州紫香集团副总经理的郑剑锋，
毅然辞去了公司高管职务，作为“空降
兵”“救火员”，担任起群围村党总支书
记。

负债100多万元，村庄面貌脏乱
差，村民感受不到发展的成果……刚刚
上任的时候，郑剑锋面对的是一连串的
问题。“只要发展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思路开阔，敢闯敢拼的他，为盘活原村
委办公房闲置土地，积极争取多方资
源，筹措资金90余万元建起了标准厂
房，并进行公开招租，一下子为村级集
体经济增加收入191.4万元，为村庄发
展掘到了“第一桶金”。

村庄要发展，村级班子是关键。看
着郑剑锋脑子活、思路清、办实事，村级
班子心更齐了，干事劲头更足了。通过
村集体租赁承包、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
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为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群围
由此驶入发展“快车道”。

10多年来，群围村已从负债100

多万元转变为拥有总资产9000万元，
村庄面貌也是日新月异，让百姓感受到
了生活在群围浓浓的幸福。

从37岁到50岁，这也是郑剑锋用
自己最好的年华，书写在围垦土地上担
当实干的履职“答卷”。

久久为功，用心书写新使命

经济发展了，如何让村民居住环境
更美丽？郑剑锋以“美丽乡村提升村”
建设为契机，要给百姓一个看得见、摸
得着的美好实景。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郑剑锋既是设
计师，又是施工员。一有时间就往施工
现场跑，面对面了解真实情况，协调解决
问题，以自己的言行带动干部扑在一线、
干在前沿。在村庄环境整治上，他下足

“绣花功夫”，对全村400多农户因户制
宜制定整治标准，坚持一步一步走、一米
一米看、一户一户整，全力打造全域美丽
先行区，干净整洁、靓丽有序的美好环
境，成为今日群围闪亮的“金名片”。

谁能想到，短短9个月时间，群围村
全面完成全域整治提升工程，还成为第
一个验收成功的区级美丽乡村提升村。

美丽乡村，长效管理是重点。郑剑
锋探索性地打造基层治理“智慧小脑”，
通过安装覆盖全村的实时监控系统，架
构GIS地理信息系统、“村民有话说”系
统、“垃圾分类”监管系统、“视频巡查”
系统、“一键式”信息发送反馈系统，努
力实现村民办事不出门、问政不出门，
为村庄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打下了坚实
基础。

“美丽乡村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郑剑锋说，接下去群围要精益求精
再提升，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

郑剑锋：担当实干 带出美丽新群围

  

 

  

  

  

  
    

  

  

  

  编者按：一场始于去年11月份的萧山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已在全区上下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助推萧山赶超跨越
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能。为推动解放
思想大讨论往深处走，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本报今起推出“全区
解放思想系列综述”，敬请关注。

■记者 施丹丹

  萧山，变了！今年以来，一提到萧山，
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变在哪？“理念在变，观念在变，干部
作风也在变。”一位企业家如是说。

  的确，现在的萧山，正在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重整行装再出发的觉醒、二次
创业再跨越的激情，在萧然大地涌动着、
迸发着。全区上下已形成高度共识，萧山
要以新姿态，走向新时代。

  这一切的改变，正是源于一场解放思
想大讨论的洗礼——去年 11 月 8 日，全区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启动，萧山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擂响了思想大解放的战鼓。

  近一年来，全区上下通过思想的大解
放、观念的大转变、理念的大提升，推进改
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工作再落实，为萧
山实现赶超跨越发展凝聚起了强大动能。

勇立潮头敢争先

  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一直以来都有着
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强区富民、
埋头创业的干劲，志存高远、勇争第一的
豪情。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
点，都留下了解放思想的影子。萧山正是
在不断解放思想的演进中，一步步完成蝶

26日，2019国际（杭州）毅行大会在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
场开幕，18000人用脚步丈量杭州“拥江发展”的美好前景。图
为毅行者经过钱江世纪城区域。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

领略“拥江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