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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萧山科技城创业谷
外形酷似魔方的主体建筑灯
光调试完成，全部亮灯。据
悉，创业谷总投资约5.3亿元，
总用地面积约25亩，总建筑
面积79134平方米。经过东
南网架工人们近三年的建设，
工程于4月份通过竣工验收，
目前已进入招商引资阶段。

记者 丁力 摄

亮 灯

■记者施丹丹通讯员王靖湾

本报讯 昨日，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
省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
区审计工作。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
会主任佟桂莉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
章登峰、蒋金娥、顾春晓、陆志敏、陈金良
参加会议。

在充分肯定我区审计工作取得的成

绩后，佟桂莉就做好全区审计工作提出要
求。她强调，要坚定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以“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统
领新时代审计工作。深刻认识加强党对
审计工作领导的重要性，主动把加强党对
审计工作的领导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深
刻认识各级各部门在推进审计工作中的
重要性，坚持“一盘棋”思想，以更大合力
提升审计监督效能；深刻认识加快推进审
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突出抓好审计
理念、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
审计能力和审计效率。

佟桂莉强调，要主动服务党委政府
工作大局，为高水平推进萧山区域治理
现代化提供审计支撑。在推动重大决策
部署落地上见更大成效，促进发挥各项
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效；在推动
财政资金提质增效上见更大成效，有效
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
在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见更大成效，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重大民生政策
措施更好地落到实处；在推动干部担当
作为上见更大成效，最大限度地激发和
保护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推

动清廉萧山建设上见更大成效，从源头
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佟桂莉要求，要狠抓审计整改落实，
全力打通审计监督“最后一公里”。落实
责任，做好做严审计“后半篇”文章；协作
联动，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审计整
改体系；转化成果，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从
源头上遏制屡审屡犯问题的发生。

佟桂莉要求，要加强审计干部队伍
建设，审计干部大有可为、也应大有作
为。审计干部要“靠得住、扛得起、做得
成、守得牢”，忠于职守、履职尽责、敢打

敢拼，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底线
和红线，争当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的排
头兵和推动审计事业创新发展的排头
兵。

会议听取了2020 年上半年审计工作
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思路汇报，听取并审议
了《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审计委员会成员
单位工作协调制度（试行）》《中共杭州市
萧山区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工作重
大事项督察督办办法（试行）》及《2019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
审计报告》等事项。

佟桂莉在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

为高水平推进萧山区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审计支撑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昨日，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视
察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场所情况。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裘超，副主任顾大飞、董华
恩、洪关良、魏大庆参加视察。副区长张
亮陪同。在随后的汇报会上，魏大庆主持
会议。

视察组一行来到萧山看守所、拘留
所，通过看展板、监控大屏等，现场了解我
区羁押场所情况，并听取了区公安分局关
于羁押场所的相关情况汇报。

视察组指出，公安机关作为公共安全
体系的重要维护者，是社会的“稳定器”，
人民的“保护神”，地位重要，责任重大。

近年来，我区公安机关服务大局有作为，
立足本职有亮点，专注治理有创新，心怀
百姓有情怀，值得充分肯定。看守所、拘
留所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缩影，在
疫情防控上确保安全，在坚守管理上严之
又严，在权利保障上仁至义尽，在队伍监
管上忠诚可靠，成绩有目共睹。

视察组强调，随着犯罪手段的现代
化、犯罪区域的宽泛化等问题凸显，公安
机关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面对新时
代新要求,公安机关要忠诚担当，履职尽
责。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上慎终如始，进一
步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
工作；在管理教育上严格规范，不断提升
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对犯罪

嫌疑人的管理教育上，要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对群众的服务上创新有为，让群众
切实感受公安改革创新的红利；在监管力
量上数字赋能，不断在智能设备、智能体
系、智能手段上下功夫；在队伍建设上既
严又爱，对公安人员一方面要严格管理，
另一方面也要关心爱护，打造一支具有示
范效应的“铁军”。

会上，张亮代表区政府作了表态发言。
据了解，看守所、拘留所位于红垦农场

区块，除了承担萧山公安的关押任务外，还
承担钱塘新区、滨江、机场公安、机场海关
缉私、萧山法院、滨江法院等犯罪嫌疑人、
行政拘留人员、被告人等的羁押看管和诉
讼保障任务。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场所情况

■记者王俞楠通讯员颜鸿杰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全区城郊接合部
环境整治启动仪式暨新丰村环境整治提
升工程开工仪式，在新塘街道新丰村中心
公园举行。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宣布活动
启动，副区长方军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先后进行了环境整治责
任状授予、环境整治顾问聘书颁发。新丰
村、朱家坛村、浙东村等村社还与柳桥集
团、国网萧山供电公司、五洲羽绒等共建
单位代表签订村企共建协议书。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环境整治的既有
成果，我区出台了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方
案，全区38个村社被列入整治范围。围绕
2021年10月底前完成城郊接合部环境综
合治理的总体目标，我区将按照“标准+”的
整治理念，同时启动、因地制宜、分批推进，
适当注入本地文化元素，对环境面貌、市政
配套和绿化美化方面开展系统、全面的治
理，消除“脏乱差”，把城郊接合部建设成为
安全、整洁、文明、有序的宜居家园。

据了解，新塘街道共有17个村社列入
整治范围，占全区总量的45%。新丰村作

为新塘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的示范村率
先开展治理。在治理的过程中，街道纪工
委将落实专人跟踪监督，依托“码上工程”
公开相应内容，多方位预防廉政风险。街
道表示，将围绕“一村一策、分批推进、拆
改结合、拆建结合”的要求，重点抓好精品
创建、整体提升、文明创建三方面工作，全
力建设村民德美、家庭和美、院落景美、街
巷秀美、村庄优美的“五美乡村”，绘就新
塘城郊接合部村庄环境新面貌，为全区城
郊接合部环境整治贡献新塘智慧、新塘实
践、新塘力量。

全区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启动

■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吴迪

本报讯 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平台
和创新发展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开发
区招大引强持续发力。数据显示，1—6
月，开发区共招引落地1亿元以上项目21
个，总投资达238.2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
项目8个，总投资达211.5亿元。从项目类
型上看，高端装备制造占了六成以上，这
也从侧面反映出，萧山作为传统制造大区
转型升级的强劲后劲。

近年来，开发区坚持以“亩产论英
雄”，大力推进“退二进三”“退低进高”，吹
响了产业转型升级“冲锋号”。在一系列

“组合拳”的带动下，开发区招商引资也有
了更明确的目标：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招引
一批有潜力、有实力的大项目、好项目。

紧盯目标不放松。今年以来，开发区
招引了总投资50亿元的华瑞微集成电路
IDM、上海托华机器人、拿森智能网联汽
车、壹诺节能等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嘉晨
西海mRNA新药研发平台、纽创生物、太
美医疗科技等生物医疗项目，魔珐科技、
中电科技数字经济港等数字经济项目。

目标提高了，门槛提升了，为何大项
目、好项目还是纷至沓来？开发区投促局

主要负责人分析认为，得益于创新平台开
始发力。信息港小镇加快扩容，“一镇多
园”格局初现雏形，已成为萧山创新经济
发展新引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
半年，在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启动区块
带动下，集成电路、宽禁带材料与器件平
台等重大产业项目加速集聚萧山，为开发
区招大引强提供了强大支撑。

企业服务走深做实。开发区境内外资
企业众多，为让企业感受到萧山速度、萧山
情谊，开发区加快建立高效透明的审批流
程，全力营造重商亲商的营商环境，尤其是
疫情期间，开发区干部深入基层，倾听企业
诉求，尽力解决难题，帮助多家企业渡过难
关，让企业和项目愿意在开发区及萧山扎
根发展。

■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沈镇

本报讯 17日下午2时30分，戴
村镇党委书记俞国燕将走进萧山网
直播间，与网友进行对话。届时，俞
国燕将围绕如何把握新态势、再造新
优势，在“重要窗口”示范样板建设中
彰显戴村担当，与网友交流互动，听
取市民建议。

近年来，戴村镇抢抓省市区委
战略部署，以及时代大道南伸、城市
中环规划等发展机遇，坚持“杭州南
花园、城市新阳台”发展目标，充分
挖掘山水资源，招引产业项目，加快

郊野运动小镇创建；大力实施工业
园区改造，通过“退二进三”“腾笼换
鸟”等举措，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
建设，扮靓村庄和城镇环境，加快美
丽经济发展。

在“重要窗口”示范样板建设中，
戴村如何彰显担当？如果你对此感
兴趣，对戴村未来发展有什么意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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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
2时 30分在萧山网、手机萧山网、萧
山发布App直播。

开发区：招大引强 高端装备制造占大头

■见习记者周珂首席记者龚洁
通讯员汪佳女

美，是看得见的生命力，是看不见的
竞争力。在萧山，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发
力，在萧然大地绽放出更为蓬勃的美
丽。今年，我区正如火如荼开展第二批
美丽乡村提升村建设，一幅幅美丽画卷
正徐徐展开。

擦亮“面子”做实“里子”

推窗见绿，抬头赏景，村容村貌的
改善，无疑增添了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白天，走入进化镇欢潭村，古树苍
翠，水流潺潺，杭派民居错落有致，恍若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夜晚亮灯后，
岳桥两侧的水面上浮起《满江红》的诗
句，为村落注入不少人文之气。

作为我区唯一的区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修复古建、恢复水系、整治环境
……几年来，欢潭村依托历史文化与
山水特色，引入中国美院的设计团队，

“加减法”并重，新建改造了游客服务
中心、乡村旅游生态停车场、樟园、旅
游公厕、旅游导视牌、智慧欢潭系统等
配套项目，将古韵铺成一幅灵动的水
墨画。

我区地域跨度大，乡村与乡村之
间在“面子”上各美其美、各具特
色。既有欢潭这般现代与历史碰撞
的精致之美，也有如尖山下得天独厚
的自然之美。当然，萧山的美丽乡村
不仅颜值美，“里子”也美，引进相关
产业，美丽经济得以激活，美丽乡村
更加可持续。

河上镇的东山村，这几年上演了一
场有声有色的“变形记”。作为一个标
准的农业村落，东山村向特色观光旅游
景点进行了转型。在发展周末旅游经
济，带动民宿和餐饮业发展的基础上，
更有特色旅游观光项目轮番入驻，目前
正在全面建设中。随着农旅结合的不
断深入，今年上半年，东山村的经济总

收入达102万元。
与产业相比，乡风文明是美丽乡村

的另一个“里子”。浦阳镇灵山村是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该村围绕村民需要
提供文化服务，开展文化活动，潜移默
化中，将文化新风播撤到每个村民心
田；益农镇群围村着力培养“崇德、行
德、立德、扬德”的新时代村民，文明之
花悄然绽放。

规划先行 各展芳华

随着首批30个美丽乡村提升村的
验收通过，我区开足马力，扎实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截至6月30日，第二批
40个提升村建设项目总计360个，已
开工建设339个，开工率94.17%。

义桥镇联三村全面推进全域整
治、环境提升和节点建设各项工作。
走进村庄，房前房后的堆积物已消失
不见，本来随处堆放的生活垃圾、建
筑材料、秸秆等也得到全面清理。在
每家每户的菜园里，有了一面“农家
菜园”的牌子，上面标着种植户、土地
性质的信息，旁边还附有蔬菜照片，
显得既清净又有趣。同时，村庄深度
挖掘天昌庵、赵家祠堂、韩惟论墓、和
同庙等历史古迹的文化底蕴，努力实
现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打造精品路
线。

在第二批美丽乡村提升村推进
的同时，第三批美丽乡村建设村也着
手开展规划设计，美丽乡村“跃然纸
上”。位于瓜沥镇的都市型村庄明朗
村，将全力打造城郊都市型村庄标
杆、美丽萧山人居环境整治示范；三
岔路村以“秋之白华，红色故里”为定
位，全力打造成为新杭派乡村生活美
好村。楼塔镇雀山岭村以“赤色雀
山、艺术繁衍”为方向，打造艺术美丽
乡村；雪环桥头村以“雪环溪山、燕归
花谷”为定位，打造成身心疗愈养生
最佳理想地……不久的将来，这一张
张效果图将走进我区的美丽乡村版
图之中，蝶变出萧山新华彩。

全面发力 美丽乡村入画来

17日 俞国燕做客萧山网对话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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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审计监督 5年省下千万余元

预付式消费 你被“卡”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