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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楼洁莹

本报讯 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区低
收入农户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区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质
量。日前，我区按照高水平全面
小康“不落一村、不落一户、不落
一人”的要求，全面实施“三个清
零”行动，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少。

“三个清零”攻坚行动，即攻
坚“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清
零，让低收入农户吃穿不愁，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有较好保障；攻坚年家庭
人均收入10000元以下情况清

零，消除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00元以下农户，确保低收入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
在10%以上；攻坚集体经济相对
薄弱村清零，按照《萧山区消除
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要求，消
除年集体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
下的村。

每到月底，益农镇的老董总
能高高兴兴地领到工资了。“政
府这么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努
力干。”老董，因为有肢体残疾，
家庭经济状况较为困难。在镇
村的联动帮助下，老董到附近的
蔬菜合作社务工，靠着这份工
作，一个月能增收不少。

通过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
身的努力，实现了增收，更增强

了生活的信心，这样的低收入农
户在萧山还有不少。

萧山经济总体较为发达，但
也有不少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
平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
伐。我区在深入排查“清零”对
象的基础上，出台了强有力的扶
持政策，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
相结合，严格落实“一户一策一
干部”制度，完善“七个一”，即一
名结对干部 、一张联系卡、一本
政策手册、一套档案、一个信息
系统、一个帮扶措施、一个医疗
补充保险等，确保低收入农户高
水平小康。

各镇街将落实干部结对低
收入农户，实行定期走访，及时
了解低收入农户生活、生产需
要，并针对结对农户的家庭状

况提出差异化的帮扶措施，联
系争取扶持政策，特别是针对
有劳动能力的农户，要帮助其
谋划增收致富良方，落实发展
项目，如帮助低收入农户在农
作物种植、销售服务、来料加工
等领域实现就业增收。

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现象，我区将开展低收入农户
医疗补充政策性保险工作，对
低收入农户的医疗费用在经基
本医疗保障、大病保险报销和
医疗救助后的自负部分给予适
当商业保险，切实减轻低收入
农户看病就医负担。“家庭底子
本来就薄，来不得一点大病大
灾的，有了这个政策，我们也吃
下了‘定心丸’。”低收入农户
老俞对这项惠民政策很期待。

我区开展“三个清零”攻坚行动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见习记者周珂 通讯员高峰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经信
局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累
计处置“僵尸企业”166家，盘活土
地7655亩，厂房389万平方米。

产业重塑 动能转换劲头足

从塑料垃圾到瓶片，再转换成
纱线，最终制成衣服，瓜沥镇的浙
江宏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上
演这样的“魔术”。

曾经拥有土地面积164亩的
老宏扬集团，通过资源的重新整
合后，在原产业基础上进行了技
术改造，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产出
的效益已不可同日而语。宏扬纺
织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从去
年9月中旬技改投产以来，我们着
重延伸了产品类型，如今产品系
列齐全，可投产混色纺、环保再生
纱、特种纱，具体包括仿毛系列、
多彩棉系列、粗支系列等附加值
高的新产品。”

从以销售为导向，转换到以研
发为导向，宏扬纺织科技将老宏扬
集团研发中心的人员进行优化组
合，提高企业科技含量，如今研发
与创新型人才达到50余人。“未
来，宏扬纺织科技将继续淘汰落后
产能，引进新的设备，在差异化、个
性化产品的研发上下功夫。”

从老旧厂房到新设备、新生
产线的投入，企业迎来新生，迈

入发展新阶段。通过进一步做
精做优传统产业，引领行业转型
升级，持续向高科技领域拓展，
产业重塑给萧企带来的效益显
而易见。

盘活存量 释放发展空间

2017年前，位于群联村的杭州
潇丹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在7亩的土
地面积上，建有一层钢结构厂房，
投入了10条生产线。之后，因发展
需求，潇丹塑业拍下位于幸福村的
某破产户外家具公司50亩厂房。

如今，通过提高容积率，潇丹
塑业拥有五层的砖混结构厂房，投
入了20条生产线。新建的10条
生产线均提高了自动化程度，每条
生产线上增加一个自动接板机，可
年产4万吨PVC装饰板。潇丹塑
业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有望再增
加两条生产线，未来年产可达5万
吨。”在工业用地新空间得到释放
后，企业经过优化整合，正加速在
智能制造道路上奔跑。

与此同时，我区还高标准淘汰
落后产能，深化“散乱污”块状行业
整治提升，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产业
集中度。上半年，共关停整治环境
污染较重和安全生产隐患较大的
各类低端落后企业（作坊）110家，
整治提升企业72家，淘汰落后产
能项目46个，为萧山新经济新产
业发展腾出空间、腾出土地、腾出
环境容量。

腾笼换鸟 我区拓展新旧动能转换空间

■首席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开门见绿、出门见
景，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亚运
会将至，我区将启动一系列“迎
亚运”主题园林绿化建设。日
前，萧山区“迎亚运”园林绿化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发布，通过实施三大行动九大
工程，全面提升我区园林绿化
水平，以崭新的市容迎接亚运
会的到来。

打造亚运主题行动，包含
四大重点工程。百花妆点工

程，即对比赛运动场馆周边、训
练场馆周边、城市重要公共空
间节点、城市重要交通枢纽等
进行绿化雕塑等绿化妆点；迎
宾靓线工程，对火炬传递线、赛
事专用线、著名景点等沿线400
米半径范围内的景观绿化。

除此之外，还有提升城市
绿量行动和构建公园体系行
动。如绿荫绿廊工程，结合杭
州市绿道建设和生态廊道建设
等要求，我区将在2022年底完
成“万里绿道网”建设任务95%
以上，建成区绿道网密度达到1
公里每平方公里，70%以上城
区实现五分钟步行可达绿道
网，区域绿道全线贯通、城市绿
道加密提质。构建公园体系行

动，涉及百园百景、美丽家园两
大重点工程，构建“郊野公园—
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
园”四级城市公园体系，打造

“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绿
色生活圈，推进郊野公园生态
护绿、综合公园多效成景、社区
公园提质点景、口袋公园均布
显绿。

钱江世纪城目前正在重点
打造的郊野公园，是机场路两
侧绿廊工程的三期。该工程位
于机场路两侧金鸡路至杭甬铁
路段，总长度约 1.7 公里，将围
绕“一脉迎城、三区风貌、五园
美”的整体设计，打造成一块代
表世纪城门户的最美郊野公
园 ，承 载 起 都 市 居 民 的“ 乡

愁”。整个郊野公园以机场路
为轴，重点打造蝶恋花开、天籁
之音、锦绣华章三大区域，配套
建设篮球场、生态厕所、环形道
路等，聚焦都市乡村生态品位，
凸显原始乡野风情，集亲近自
然、游憩休闲、科普教育等多样
化功能于一体，让周边市民在
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在城市
里就能找寻到一片恬静优美的
乡村田园。

接下来，我区将根据“绿色
亚运”的办会宗旨，下足城市治
理的“绣花”功夫，绣出城市绿
化品牌，全域提升城市园林绿
化景观，到 2022 年实现“300
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绿色生
活圈。

实施三大行动九大工程

打造“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绿色生活圈

浙江兆丰机电公司投
入5000多万元，进行数
字化工厂和企业大数据建
设，自主研发的“未来工
厂”利用计算机技术和先
进的5G传输，可快速实
时完成接单、生产、发货的
全过程数据集成。图为昨
日下午，工作人员在“未来
工厂”操作来自美国GM
公司的订单。

记者丁力 摄

未来已来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校秋季
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
落实工作。

市委副书记、区委书记佟桂莉主持会议
并讲话。章登峰、赵立明和其他区委常委出
席。洪松法等列席。

会议指出，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校
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提出了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工
作主线，体现了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决心信心，回答了对浙江
的发展怎么看、怎么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系统性、指导
性、针对性。全区上下要把贯彻落实袁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与省市委对萧山的殷切期望
结合起来，以省市排头兵的风采，在浙江奋
力打造“重要窗口”新征程中展现萧山的担
当和作为。

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聚力答好十大
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
对杭州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
握、学懂弄通，确保袁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
萧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特别是要把答好
十大新课题作为当前最关键最现实最紧迫
的工作任务，准确把握萧山的阶段性工作特
征，围绕萧山打造“重要窗口”示范样板的目
标，拿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举措和方法，以萧
山之答回应浙江十问。

会议强调，要干好当前，奋力交出高
分报表。按照区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
部署要求，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
全力实施好亚运兴城行动。着力守底线、
促发展，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确保实现“两手硬、两战赢”；着力补短板、
强弱项，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补齐创
新发展、环境立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短
板不足；着力夯基础、强保障，扎实做好全
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要狠抓队伍，全力锻造萧
山铁军。牢牢把握“唯实惟先、善作善成”
的总要求，突出“实”字，做到老实、务实、
实干，多谋解决问题和改进问题的实招硬
招；突出“先”字，弘扬“奔竞不息、勇立潮
头”萧山精神，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为
人先，争先创优，创造更多“萧山经验”；突
出“为”字，担当作为、强化作风，教育引导
广大干部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
豁得出来、重大斗争经得住考验，在勤政
廉洁中保持本色；突出“成”字，学有所成、
干有所成，为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示范样
板提供最强队伍保障。

区
委
常
委
会
会
议
学
习
贯
彻
省
委
书
记
袁
家
军
在
省
委
党
校
秋
季
学
期
开
学
典
礼
讲
话
精
神

在
浙
江
奋
力
打
造
﹃
重
要
窗
口
﹄
新
征
程
中
展
现
萧
山
的
担
当
和
作
为

100个微心愿背后的两地情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区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科学家座谈会、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在2020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
会上的致辞精神，以及省市委常
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部署贯
彻落实意见。

市委副书记、区委书记佟桂
莉主持会议并讲话。章登峰、赵
立明和其他区委常委出席。洪
松法等列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
刻阐明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

略意义，提出破解制约科技创新
发展关键问题的六个重要突破
口，强调坚持“四个面向”，为我
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一个
时期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
科学指引。全区上下要深刻学
习领会，坚定不移实施创新强
区、人才强区战略，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创新服务体系建
设，建设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
狠抓创新载体建设、创新动能培
育、创新梯队打造、创新要素供
给、创新环境营造，为萧山打造
新制造中心，继续当好全省发展
的“领头雁”“排头兵”提供强大
动力。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我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
的重大战略成果，全面回顾了抗
疫斗争的不平凡历程，深刻阐述
了抗疫斗争取得的重要启示。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宣传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深刻把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任务，继续落实精密智控各
项举措，坚持常态化防控和局部
应急处置有机结合，紧盯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重点环节等六类
重点，坚决打赢秋冬季疫情防控
战，持续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
守好“国门”“省门”“家门”；扎实
做好“六稳”“六保”文章，确保完
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任务，真正
实现“两手硬、两战赢”。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
辞，充分彰显了我国坚定不移扩
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决心，为发展
服务贸易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要结合萧山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把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作
为育新机开新局、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发力点，谋划建设数字
贸易高能级平台，积极参与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片
区等建设，持续营造服务贸易发
展最优生态，加快培育服务贸易
新的增长点。要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最大限度发挥亚运效应，
紧盯当前新热点、新领域，大胆
探索、深谋实做，不断催生服务
贸易发展的新动力，不断提升开
放型经济水平。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