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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圆圆通讯员徐世海

本报讯 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实现178.6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30.2 %；全区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
322.17 亿元，同比增长40.6 %。这标志
着，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全区
经济延续 2020年下半年的恢复性发展
走势，开始从结构性复苏向全面性复苏
转换，实现首季“开门红”。

汽车零售额翻了一番

汽车成了一季度最大的消费亮点。
受全市汽车限行限牌政策调整影响，市民
的购（换）车需求被激发，汽车消费升级换
代持续加速，销售额实现大幅增长。

据统计，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
零售额实现56.72亿元，同比增长122.2%，
较2019年同期增长120.3%。

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增幅更高，零
售额实现26.00亿元，同比增长2.47倍。
尤其是特斯拉引进后，一跃成为汽车行业
销量冠军，一季度销售超7000台，零售额
达20.98亿元，同比增长238.54%。销量
亚军车和家也属于新能源汽车，一季度零
售额为3.52亿元，同比增长271.64%。

餐饮业复苏势头强劲

疫情影响变小，最直接的“风向标”是

餐饮业的复苏。一季度，全区限额以上住
宿业实现零售额 2.68 亿元，同比增长
23.2%；餐饮业实现零售额2.13亿元，同比

增长110.3%。
今年春节前，受河北和东北疫情影

响，众多年会、婚宴等订单相继取消，但

全区餐饮行业及时调整销售策略，积极
顺应市场转型，通过美团、饿了么等电
商平台，搭建线上销售，把“寒冬”逆袭
成“暖冬”。

据统计，全区前30强餐饮企业中26
家均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开元酒店、铂
丽大饭店、跨湖楼餐饮、开元森泊餐饮收
入分别为0.773亿元、0.298亿元、0.205亿
元和 0.20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6.1%、
13.2%、115.9%和141.3%。

四大类商品“三涨一降”

从商品类别看，占限上零售额七成
的汽车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石
油及制品类和日用品类四大消费品中，
除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出现下降，另外
三大类零售额均实现正增长。一季度，
汽车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石油
及制品类零售额分别为56.72亿元、6.04
亿元、5.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2%、
21.3%和35.1%。

(下转第 2 版）

激发内需潜力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大

数读一季度 经济强复苏

我区开展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记者龚洁实习生沈雨劼

本报讯 昨日，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视
察我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裘超，副主任顾大飞、董华恩、
董祥富、魏大庆，党组成员李国梅、徐建中
参加，副区长吴炜炜陪同。在随后召开的
汇报会上，魏大庆主持会议。

视察组实地视察了作为全国、全省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支持体系试点承接单位
的休博园社区、区检察院向阳花未成年人
检察办案工作区，详细了解了我区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的开展、亮点，并听取了区检
察院的情况汇报。

视察组指出，萧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起步早、创新多、标准高，体现了争先意
识；打造了强制报告制度、精细化办案、涉

未“四大检察”等亮点工作，体现了法治刚
性；各相关部门紧密联手、各司其职，体现
了良好的合作效应；对未检工作用心思
考、用情办事，将惩治、教育、预防相结合，
体现了为民情怀，表示充分肯定。

视察组强调，要高度认识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时代发展，未检工
作挑战更加明显。既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社
会环境，又要应对更加多样的现实情况，这
些都对未检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
也是家庭的希望，未检工作是前端更是终
端，要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未检工作是惩治更是挽救。惩治一个涉罪
的未成年人，就是警示一个未成年人的群
体，挽救一个涉罪的未成年人，就是清朗一
片未成年人的天地，保护一个未成年人，就

是还民一个幸福安宁的环境，要继续抓紧
抓实抓严。未检工作是政府职责更是社会
责任。政府要切实担起责任，建立机制，明
确职责，落实到位，社会要协同作战，形成
校内与校外、学生与家长、专业力量与社会
力量、主管部门与协同部门的联手共建，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吴炜炜代表区政府作了表态发言，表
示将进一步提高站位，认识未成年人保护
的重要性，找准职能定位，打造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金名片，加强协作配合，确保
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规范办案、强化
监督、促进治理、打造品牌”四位一体的工作
格局，强化政法内外协同，推动萧山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持续创新发展，在加强未成年人
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昨日，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专题协商会，为“加快推进创新平台（策源
地）建设”建言资政。区政协主席洪松法，
副区长倪世英，副主席姜国法、黄晓燕、施
利君、徐晓福，秘书长叶阿洪等参加。

委员们实地察看了北京大学信息技
术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
心，认真听取了区科技局情况汇报。大家
在协商讨论中一致认为，近年来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深入实施

“一二八”行动，坚持创新强区，推动创新
平台建设量质并举，高端人才加速集聚，
产学研结合更加紧密，市场创新活力不断
激发，创新生态日益优化。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大家还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洪松法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平台是承接科技创新的载体，
推进创新平台建设是“十四五”萧山实现赶
超跨越发展的重要路径。要以创新为动力，
以平台为承载，加快补短板、提质效、强动
能，打造创新策源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洪松法认为，我区创新平台建设要优
化规划布局，结合“两带两廊”“4286”等产
业发展和载体建设规划，聚焦高质量发展
目标，根据产业需求和区域定位，精准布局
创新平台，强化辐射带动效应。要加快平
台打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质量导
向，加大招引合作力度，推动平台落地见
效，提升发展能级。要集聚要素资源，通过
优惠政策、优质载体、优越环境广聚天下英
才，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做好中介、专业化
平台运营等公共服务配套。要培育创新主

体，鼓励企业设置研发机构，做大科技企业
盘子，深化校地、院企合作，组建创新联合
体。要注重成果转化，坚持紧贴产业、面向
市场开展产学研协作，加大科技信息对接，
搭建成果转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要营造良好环境，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
领导，完善政策体系，强化统筹协调，优化
政务服务，构筑法治保障，打造“产学研用
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新生态。

倪世英感谢区政协对我区创新平台
（策源地）建设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创新
是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萧山气质所需，
离不开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久久为功的
坚持，区政府将充分吸纳委员建言，进一
步深化认识，以更加发散性的思维创新思
路、加大投入、推动工作，努力把萧山打造
成硬核科技创新策源地。

■记者蒋超

本报讯 昨日，我区召开平安村
社建设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去年全区
平安村社建设情况，解读了今年的平
安村社考评办法，并对下一步全区电
信网络诈骗整治工作进行部署。

区委副书记赵立明，副区长张亮
参加会议。

赵立明指出，去年，我区深入开
展平安村社建设，强势推进“风险隐
患十大专项治理行动”，全区交通安
全治理11条刚性措施有效落地，“全
民反诈”的氛围更加浓厚，平安稳定
基本盘得到进一步夯实，风险闭环管
控大平安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确保
了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对于当前平安村社建设面临的
挑战，赵立明强调，要在“对标对表”
上下功夫，提高政治站位，吃透考评
标准，找准自身差距，研究制定有针

对性的措施，加快推进各项工作落
地；要在“精准发力”上下功夫，抓好
突出问题、基础工作、制度建设，借力
数字化手段，强化全科网格建设，实
现平安村社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要
在“担当作为”上下功夫，“老”书记们
要带好头、领好队，“新”书记们要起
好步、开好局，以“勇于担当、善于作
为”之劲头，在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
署中冲锋在前、经受考验。

会议还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攻坚战进行了部署。在前期
取得战果的基础上，我区将进一步坚
持目标导向，持续保持打击电诈犯罪
的高压态势，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
理的局面，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
产安全。同时，抓紧抓实防控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攻坚战“十条”措施，突出
精准宣传、精准反制、精准打击，进一
步加强责任落实、协同推进、专项督
查，有效形成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打防管控”整体合力。

■记者盛凤琴通讯员李永水葛城城

本报讯 浓浓赤子情，最忆是乡
愁。昨日，闻堰街道举行首届乡贤大
会，百余名乡贤欢聚一堂，喜看闻堰变
化，共谋发展振兴。大会审议通过了
《闻堰街道乡贤联谊会章程》《议事规
则》《闻堰街道乡贤联谊会理事会推选
办法》，召开闻堰街道首届乡贤联谊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首届乡贤联谊会
理事会成员。

区领导赵立明、童一峰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闻堰街道近年来围绕

“三江名城、幸福闻堰”总目标，持续
开展“一三六”行动，城市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迈入了
转型升级的新起点。面对湘湖·三江
汇未来城市先行实践区建设的重要
机遇与“亚运兴城”攻坚的关键时

刻，闻堰成立乡贤联谊会，将为建设
“三江名城、幸福闻堰”注入强劲的
力量。

会议要求，希望有更多乡贤积极
投身家乡建设，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
技术和才华，扛起家乡的发展大旗，积
极为闻堰乃至萧山的发展献计献策；
要充分发挥乡贤联谊会桥梁纽带作
用，进一步创新工作载体，拓展活动形
式，精准对接乡贤创业和地方发展需
求，引导广大乡贤产业回归、技术回
归、资本回归；要持之以恒地重视乡贤
工作，切实为乡贤联谊会和广大乡贤
做好服务工作，积极引导帮助广大乡
贤投身家乡建设。

会上，闻堰乡贤代表为闻堰未来的
发展建言献策。在乡贤们的见证下，闻
堰街道文旅项目“钱塘之窗一期闻堰老
街”进行了现场签约。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建言做强创新策源地 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区召开平安村社建设会议

闻堰举行首届乡贤大会

张利明 制

近年来，蜀山积极鼓励和引导乡贤回归，推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
兴、社会振兴。图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蜀山乡贤黄亚洲出席黄亚洲书院揭
牌仪式，为贺知章学校学生赠书。 通讯员 黄锳杰 见习记者 应海天 摄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为切
实做好节假日期间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确保节假日期间全区安全生产形势
平安稳定，节前，区安委办及各区安全生
产专委办牵头抓好各分管领域内安全生
产工作。区领导章登峰、吴炜炜、罗林锋、
倪世英、方军、张亮等分别带队开展了节
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昨日，区长章登峰带队先后赴靖江街
道、杭州乐园和金地天逸小区开展节前安
全生产大检查。在靖江街道保税大道一
处“上改下”顶管施工准备现场，章登峰仔
细询问了工程和施工准备情况。他指出，
要重抓重点部位和环节，加强隐患排查，
严格遵守规范化、标准化安全生产流程；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意
识，牢筑安全防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在杭州乐园，章登峰一行边走边看，
在详细了解园区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情况以及应急处置预案情
况后，他指出，五一期间是游客出行的高

峰期，要加强游乐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确
保设施设备安全运行；要落实园区外部道
路交通管制措施，提前预判交通流量，并
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在金地天逸
小区，章登峰走进消控室、居民楼，仔细查
看消防救援设备、安全预警设施、微型消
防站建设情况。他强调，节日将至，要进
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对各类消防设施
和重点部位、区域的安全检查，确保社区
民生设施安全平稳运行；要建立小区安全
管理长效机制，实行安全责任网格化管
理，确保居民欢度佳节。

区危险化学品安全专委会一行对亚
运手球比赛馆建设工程、恩希爱（杭州）薄
膜有限公司、通惠路与建设四路交叉路段
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在亚运手球比赛
馆建设现场，检查组一行走进在建场馆，
了解建设进度与消防安全配备情况。在
恩希爱薄膜有限公司，检查组察看了设备
运行情况，听取了相关介绍后指出，化工
企业安全是重中之重，要规范运行，加强
监管，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运营。

区旅游商贸安全专委会一行先后来
到杭州开元森泊度假酒店、银隆百货开展

检查，检查组对各单位的消防设施配备、
电梯安全、餐饮食品安全、安全通道设置
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检查组要求，各
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及时排查各
类安全隐患；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倡
戴口罩、测温入住入园等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要确保广大游客和群众过一个安全有
序、欢乐舒心的假期。

区工业企业安全专委会一行先后来
到天明国际产业园、浙江春光名美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博琚（杭州）花园家具有限公
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在产业园，检查组
详细了解项目实时进展和安全生产风险
防控情况。实地走访企业后，检查组要
求，要绷紧“安全弦”，注重安全管理，加大
安全投入，落实安全生产操作流程，确保
安全过节。

区建设工程安全专委会、区城市运行
安全专委会、区交通安全专委会一行对金
家桥积水点改造工程、东信莱茵园小区外
墙隐患整治工作、信息港小镇文体中心建
筑工地、丰西路佳丰南苑北路地下空间隐
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安全检查。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