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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新新 新跨越

■首席记者王慧青

打造新制造中心，实体企业唱主角。
民营制造企业是萧山经济社会发展

的中坚力量和优势所在。据统计，目前全
区有21628家制造业企业，民营企业就占
20967 家，比重达 96.94%。如何物尽所
长？萧山将深入实施企业育大育强行动，
在头部、中部、底部三个层次全面发力，打
造一支结构更优、活力更足的制造业企业
梯队，打造萧山制造之魂。

领军企业跨越发展

前不久，99名技术骨干乘坐复工包机
安全抵达文莱。经短暂隔离，他们立即投
入到恒逸文莱PMB石化项目中。据了
解，该项目是中国和文莱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点项目，也是萧企阔步国际舞台、赶
超跨越发展的一个生动实践。

不只是恒逸，萧山领军企业近年来大

展拳脚，走出了一条发展“上扬线”：商界
“常青树”万向集团投入千亿元，打造一座
万向创新聚能城，托起“汽车梦”；化纤巨
头荣盛控股集团瞄准产业链上游，“4000
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紧锣密鼓推进中；
中国化工行业引领者传化集团“跨界”物
流，织就了一张遍布全国的智能物流网络
……在萧山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
生了12家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500强，数
量居全市第一。

这些领军企业是萧山制造的坚固支
点。萧山将依托这些领军企业，开展全球
产业链布局，实施制造业总部项目20个以
上，累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个百
分点以上。

专精特新企业大步走

有业内人士认为，萧山制造走的是集
群制造、全链协同模式，因此，在每个行业、
每条产业链上，除了头部企业引领外，还要

有一批独当一面、能串起关键节点的骨干
企业，这是萧山制造的中流砥柱。

作为汽车制动系统龙头企业，亚太股
份眼下正奋力向智能驾驶领域进军。在
政府推动下，成立的浙江唯一一个智能网
联汽车省级产业平台就落地亚太，通过构
建“一院多所”模式，集聚创新力量，探索
协调发展。

亚太股份仅是一个缩影。作为萧山
块状经济之一，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基本涵
盖了发动机、底盘、传动系统、制动系统、
锂电池等汽车零部件主要领域。近几年，
萧山高度重视传统优势产业全产业链协
同发展，围绕“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
十要素联动，加速补链延链强链，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

为进一步激发“中部”企业活力，萧山
将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政策、资
金、服务等扶持，打造一批“单打冠军”“隐
形冠军”，培育一批产值在千万，乃至亿元、

十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梯队，为萧山经济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注入动力。

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小微企业一头连着个体工商户，一头
连着规上企业，是萧山制造的塔基，更是
萧山制造的源头活水。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我区建立了小
微企业梯度培育库，依托“个转企、小升
规、规改股、股上市”等培育举措，打通了
小微企业从初创型向成长型、领军型发展
的通道。

以浙江迪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该企业从事照明灯生产，前几年被纳入区
小微企业培育库后，获得了包括政策宣
讲、法律培训、银企交流及融资服务等多
项政策支持，解决了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难
题，销售额和利润大幅增长，一举成为“浙
江省小微企业成长之星”。

为进一步夯实塔基，萧山将继续关心

关爱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分门别类扩大
“升规”后备企业库，尤其关注以科技创新
为重点的制造企业，着力培育一大批竞争
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微制造业企业。

“凤凰企业”展翅高飞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自去年
成功上市以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纸包装
业务不断扩大，行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尝到“甜头”的不只是大胜达。在资
本市场的“萧山板块”，制造业是主力军，
71家上市（挂牌）萧企中，大多数属于机
械、化工、汽配等制造业门类。其中A股
市场“萧山板块”，制造业门类的企业数量
占比更是高达87%。 （下转第3版）

企业育大育强 制造梯队活力四射
——打造新制造中心六大行动进行时之五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
“安全就是发展”的理念，聚焦风险防
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专项
治理，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安
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我区风险隐患点多面广，短
板不足依然明显，特别在常态化做好
疫情防控、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当下，查漏补缺，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更显紧迫、更加重要。在全国第
十九个“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紧紧围绕“消除事故
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主题，扎实开
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着力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
安全环境。

筑牢思想防线，强化红线意识。“当
前，全国正在复工复产，要加强安全生
产监管，分区分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牢牢守住安全
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安全生产
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
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醒状
态，积极破解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难
点、堵点、痛点。要直面安全生产新情
况、新挑战、新问题，以国家安全发展示
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细化目

标、明确责任、落实举措，以更大的力度
扫盲区、除死角、补短板。要做到学安
全、懂安全、守安全，从自身做起、从小事
做起，切实提高个人安全意识，携手打
赢安全生产荣誉战、攻坚战、持久战。

筑牢责任防线，形成工作闭环。安
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切实增强政府
监管责任，锚定大安全、大应急、大减灾
工作方向，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严
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把安全生产
责任层层传导到村社和企业，打好风险
预防主动仗。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立足提升社会共治能力，鼓励企业
运用“互联网+”思维抓安全生产，层层
压实每个单位、每个环节责任，形成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安全生产氛围。要
有效加强安全责任考核，完善“党政齐
抓、全面覆盖、反馈闭环、结果运用”的过
程与结果并重的考核机制，构建与全区
安全水平相适应的考核评价体系。

筑牢制度防线，构建长效机制。安
全生产需坚持严字当头、干在实处，要
建立长效整治机制，坚持问题导向、靶
向发力，对道路交通、消防、危险化学品、
建筑施工等“7+X”重点领域持续开展
专项整治和小微企业综合攻坚行动，实
现清单式整改、闭环式解决、销号式管
理。要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做好风险预

警、定期排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自然
灾害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要强化联合执法机制，推进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
合力，加大联合执法、联合监管力度，确
保责任全覆盖、监管无缝隙。

筑牢群众防线，凝聚安全共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理念，营造
全民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和舆论环
境。要守好“宣传阵地”，各镇街（平
台）、各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在
活动内容和宣传形式上积极创新，推
动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农
村、进学校、进家庭。要守好“教育阵
地”，强化全员教育培训，扎实开展“三
项岗位”人员法定培训和全员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有效提升人员安全生产
意识和素质能力。要守好“监督阵地”，
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监督执法、排
查隐患和督促整改等工作，通过社会
舆论力量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推动安全隐患整改。

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让我们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弦，共同参与到“安
全生产月”活动中来，推动安全工作全
民化、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筑牢安全生
产防线，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萧
山奋力开创新时代赶超跨越发展新局
面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2020年6月1日

提升本质安全 助力萧山发展
萧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章登峰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5月29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裘超
在区文旅局调研时强调，要积极发挥优势，做好
文化与品牌、文化与活动、文化与产业的结合文
章，打响萧山的文化品牌。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华恩参加。
裘超一行来到东岳庙建设工地，现场了解

东岳庙的历史文化、建设推进等情况，并听取了
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东岳庙，俗称老岳庙，始建于南宋，是市
级文保点。去年，在区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代
表的强有力推动下，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东岳庙“重生”问题，启动了东岳庙修缮
计划，东岳庙区块的危旧房屋实施了整体清
理和拆除。下一步，将进行文物修缮方案设
计，实施东岳庙修缮工作，打造浙东运河畔文
化亮点。

裘超指出，区文旅局思路清晰、定位明确，

不断发挥特色优势、迈开探索前进的步伐，融
合在组合中打重点品牌，分工在条线中发挥
作用，合力在情怀中克难攻坚，思考在探索中
不断创新，积极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
融合，值得充分肯定。

裘超强调，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要
强化“文化之魂”的提炼，做好文化与品牌
的文章。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
和地方文化，都要不断地提炼、推广、渲染
与渗透，讲好萧山故事，打响文化品牌。要
强化“文化之魂”的植入，做好文化与活动
的文章。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
体系，通过好的平台载体，开展百姓喜闻乐
见的系列活动，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新期待。要强化“文化之魂”，做好文化
与产业的文章。要将文化与旅游、农业、城
市设计更好地融合，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切实增强全区人民的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

裘超在区文旅局调研时强调

做好文化结合文章 打响萧山文化品牌

■首席记者洪凯

本报讯 5月28日，“我文明 我守规 我安
全”电动自行车安全文明出行活动启动仪式在
萧山剧院广场举行。活动旨在进一步助推电动
自行车专项治理，提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市
民群众的文明交通意识。

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宣布活动启动，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魏大庆，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张亮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社区、工会、交警代表就全
力守好“三门一口”、做好电动自行车文明出
行管理与劝导监督进行了发言，外卖骑手代

表全区电动自行车骑手举拳承诺，将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做到骑车戴头盔、安全文明出
行。

现场，我区各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志
愿者纷纷表示，积极行动起来，全力守住家门、
校门、厂门、路口，做好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劝导
监督，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文明意识，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做好文明出行的表率，共同维护良
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下一步，我区将多措并举，做好电动自行车
专项治理这篇文章。同时，也呼吁广大电动自
行车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安全文明
出行。

■首席记者王慧青

本报讯 5月29日，我区召开法
治萧山建设攻坚活动动员会议，总
结分析我区2019年法治建设工作，
谋划今年争先进位思路。

区领导赵立明、顾春晓、魏大
庆、施利君参加。

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
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强调，要提高
认识，明确目标。围绕既定目标，
切实提高“法治建设水平直接决
定城市治理水平”的思想认识，自
觉增强高质量推进法治萧山建设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坚定在
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城市治理现
代化，以法治建设的高质量推动
实现城市发展的高质量。要举一
反三、拉长短板。对标对表，下定
决心，狠抓整改，把法治建设各项
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要压实
责任，落实举措。各单位要按照
活动方案和分解任务，召开专题
会议，明确责任落实，切实加强依
法行政，切实加强基层依法治理，
切实推进公正司法，切实加强创
新培育，切实抓好“七五”普法验
收工作，切实提升社会满意度。

要克难攻坚，打好硬仗。消除错
误认识，扛起责任担当，开展比学
赶超，进一步提升法治建设的整
体水平。要齐抓共管，形成合
力。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
同作战，对标考评任务清单，充分
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整改
等工作，以法治萧山建设的新成
效为打造“重要窗口”的示范样板
贡献力量。

会上，我区聘任了20名法治建
设监督员，区依法治区办通报并部
署了有关工作，城厢街道、区市场监
管局作表态发言。

法治萧山建设攻坚活动动员会召开

我区电动自行车安全文明出行活动启动

美丽约定兑现了 李兰娟院士送上祝福
这个六一节 葛云飞小学的同学们特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