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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珂

本报讯 工业用地是工业经济的产业
载体和基本要素。我区以最强的决心、最优
的政策、最佳的服务，不断加大存量工业用
地有机更新力度，持续打好“1+4”产业用地
集成改革政策“组合拳”，破解创新创业空间
不足的短板，为优质项目的引入提供空间支
撑，实现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形成产业集群

“新园区规划科学、设施完善、产权明
晰。入园后，虽然企业占地面积减少到了
原来的一半，但建筑面积并没有减少，坚

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公司计划投资
2000万元上两条智能化生产线，预计能实
现年产值翻番，达到1亿元。”杭州康利达
卫浴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桥桥说。

蔡桥桥所说的新园区，正是瓜沥群益
智能家装产业社区。强势推进低效企业整
治，关停腾退60家低效企业，拆除32万平
方米违章建筑，优选43家企业入园发展，瓜
沥镇“壮士断腕”，实现“腾笼换鸟”。据该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容积率从1.0提高到
2.5，建筑面积从原来的22万平方米提高到
63万平方米，占地1000亩的智能家装产业
社区已有380亩土地实现开工建设，园区
达产后，预计产值将从原来的22亿元提高

到100亿元以上，税收将从1600万元提高
到1.5亿元以上。”

“注重连片集聚工业用地整体有机更
新，群益模式是我区村级工业园区转型发
展的典型之一。”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产业空间再造推动产业生态重构，我区
编制出台《存量工业用地更新导则》，从产
业类型、建筑形态等方面细化小微企业园
建设要求，迄今为止，已有新品牌制造产
业园、吉华生物创新产业园等19个小微企
业园有机更新项目通过论证。

优化资源配置

为支持存量工业用地“装”入新经济，

去年9月，我区发布“1+4”改革新政，剑指
低效工业存量用地，对存量工业用地交易
增强“约束”机制。“此举开启了我区深层
次工业用地管理改革，比如约定亩均税
收、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等准入条件，企业
就必须充分考虑未来‘兑现能力’，这样就
优化了存量工业用地的资源配置。”区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杭纺科技为例，其通过司法拍卖取
得原杭州恒翔纺织有限公司地块后，进行
有机更新，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将地块容
积率从1.2提高到2.5，项目一期投入1.1亿
元，目前水刺无纺布生产线已投产运营，
亩产效益也得到明显提升。

此外，我区还出台了《萧山区工业
用地资金池补助项目认定细则》，对新
增产业项目、盘活存量项目、兼并重组
收购项目进行补助。目前，区级层面已
成立工业资产经营公司，并拟对第一批
20个项目实施申报补助，共涉及工业用
地1450亩，预计补助资金5.98亿元。接
下来，我区将继续聚焦优化存量，向内
挖潜，“装”进更多优质产业，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

存量用地“装”新经济 激活工业发展活力

服务大项目服务大项目
助推高质量发展助推高质量发展

■记者周婷

本报讯 在瓜沥镇梅林村，每年的
中秋节，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都会给村里 65周岁以上老人送去月
饼和祝福。今年也不例外，在中秋节
来临之际，爱迪尔包装又给村里的 551
名老人送去了“老年人月饼领用券”。
至今，这个暖心举动已经持续30年，从
未间断。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是
1976 年 3月靠 4000 元资金、3间粮仓、
2台旧机器、13名职工发展起家的。勤
劳勇敢的沙地人，在当家人王鑫炎的
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创业致富的道
路。到了 20世纪 90年代初，企业发展
颇具规模，效益越来越好，有了更多的
能力反哺社会。“我们王总曾经说过一

句话，爱迪尔是社会的，是我们大家
的，我们办企业的目的，就是要带领大
家共同富起来、过上好生活。这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公司副总经理告诉
记者。

“共同富裕、全民共享”的理念，已经
在爱迪尔包装埋下了种子，“分享”成为
爱迪尔包装的企业文化之一。由此，中
秋节给老人送月饼、春节给老人送“六件
套”大礼包，就成了爱迪尔包装数十年来
的传统。

梅林村 9 组的高凤员和高金茂是
一对父子。今年 97 岁高龄的高凤员，
是最先享受爱迪尔包装中秋和春节福

利的一批老人，而今老人的儿子高金
茂也已 75岁。爱迪尔这一善举实现了
从“父辈”到“子辈”的传承。“每年中秋
节和春节，爱迪尔都会给村里的老年
人送过节礼品。”高金茂拎着刚拿到的
月饼心里喜滋滋的。“现在大家生活条
件都好了，可能有的老年人也不需要
多少东西，但只要有人一直记着，我们
就很开心。”

月饼虽小，却见证了爱迪尔包装始终
践行社会责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
发展历程，同时也盛满了对村民的美好祝
福，传递了对老人们的一份爱心和关心，
让老人们心里暖暖的。

过节给老人送礼品 这家萧企坚持了30年

■记者童宇倩通讯员毛越王方正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萧山人文厚重、文脉悠长，如
何更好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示文化的独特魅
力？萧山将实施文化对外交流计划，
不断完善文化对外传播交流机制，创
新方式方法，讲好萧山故事、传播萧山
精神、提升萧山形象。

提升文化传播力

欣赏欢快的绍剧《美猴王》，领略
上千年的诗路带文化，体验各种特色
美食及非遗产品……在2021萧山文
旅（上海）推介会上，一幕幕精彩演
出，让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萧山文化
特色，最后还不忘带着萧山特产满载
而归。

“潮文化”与时俱进，海派文化携手
同行。萧山与上海的接触，不仅是地缘
上的经济互补，更是奔竞不息的“潮文
化”与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一种交
融。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萧山进一步
拓展与上海的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
涵，推动长三角文旅融合一体化，加大
萧山文旅资源宣传和推广力度，促进文
旅产业消费，提高知名度。

这几年，我区以文化交流为纽带，
对外传播卓有成效。建成“一心两翼九
端千点”舰队式融媒体中心，打通新闻
宣传“最后一公里”。加快外宣阵地建
设，建设完成城市智慧馆、G20杭州峰
会史料展示厅，擦亮对外宣传“金名
片”。立足高规格、专业化、国际化定
位，成功举办3届“世界旅游联盟·湘湖
对话”活动，通过世界旅游联盟窗口，提
升文化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

未来，萧山将通过展厅陈列、音视
频、外宣品等渠道，推动全媒体矩阵建
设，做好萧山文化遗产、文化成果的活
态展示和国际推介，传递萧山声音，讲
好萧山故事。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对
外文化交流合作，开展多层次、多形式
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与长三角重要节
点城市及友好城区的互促互学、协同联

动，开展高质量文化交流合作。

塑造城市国际形象

在大浦河公园的“潮文化Park”项
目入驻单位杭州画缋美术馆门口，一个
独特的标志吸引了不少经过的市民驻
足观赏。标志以萧山两字的首写字母

“XS”为设计构思，将字母有机融为一
体，既体现出萧山的地域特征，也具有
国际化城市的设计理念。

除了一个“萧山标志”，萧山“五个
一”城市品牌还包括一部“萧山宣传
片”、一本“萧山画册”、一句“萧山口
号”、一首“萧山之歌”，是全国区（县、
市）中首个系统化城市品牌。萧山城
市品牌“五个一”，不仅是城市特色的
集中体现，也是城市形象的精彩缩影，
更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有
力推动萧山城市形象迈向现代化、国
际化。日前，萧山旅游形象登陆纽约
时代广场大屏，充分展示新时代大气、
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城市文明显
著提升，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塑造开放包容、厚德崇文、重诺守
信的现代文明新风尚，彰显了萧山城
市“不一样的精彩”。

今后，萧山将以全省深化“千万工
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和亚
运筹备为契机，融入亚运、数智、共同
富裕等元素，深入挖掘文化底蕴，有机
更新城市品牌，不断丰富传播载体，提
升城市文化对外传播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通过引进高端国际交流活动，营
造国际化语言环境，提高市民国际交
流能力，提升城
市文明程度，提
高市民文明素
养，增强城市文
化多元性和包
容性，加快萧山
高水平建设国
际城步伐。

文化交流为纽带 打造城市“金名片”

十大镇街亮相2021萧山文旅（上海）推介会。 区文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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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湘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安家落户”。图为昨日下午一群白
鹭在湖面上嬉戏追逐。 记者 丁毅 摄生态湘湖引客来

■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东盟是萧企重要的贸易合
作伙伴。9月8日，浙江盛元化纤有限公
司的业务员潘海飞，通过原产地信息化
管理系统，为公司准备出口的一批化纤
制品申请了“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原产
地证书。

“这批化纤制品货值二十多万元，准
备出口到印尼。”潘海飞拿着原产地证书
说，“有了这份证书，这批货物在印尼进口
时可以减免关税将近2万元，有助于提升
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开拓东盟市场。”潘
海飞说。

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自贸协
定相关政策在帮助进出口企业降低成本、
提升竞争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原产地证书就像商品在国际贸易领
域的“经济护照”，因为可以享受进口国的
关税减免，也被很多企业称为降低贸易成
本的“纸黄金”。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1—8月外贸数
据，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去年11月，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正式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
有望在2021年底进入实施阶段。RCEP
生效实施后，东盟将再扩大对我国零关税
产品的范围，区域内货物贸易开放水平达
到90%以上，这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贸易平台。

为了帮助辖区企业更好地享受关税

政策红利，积极开拓东盟市场，钱江海关
主动靠前服务，深入开展自贸协定关税
优惠政策宣讲，提前做好原产地技术指
导。同时，大力推广原产地智能审核、自
助打印等便利举措，实现24小时“随报
随审”，不断提升签证便利化水平，助力
企业顺利享惠。“海关推广的原产地证书
智能审核，再加上线上办理、自助打印，
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领到‘纸黄金’，
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浙江盛元化纤有
限公司外销部负责人陆展华说，“在海关
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出口东盟市场的业
务量取得明显增长”。

据统计，1—8月，钱江海关驻萧然办
事处共为辖区企业签发中国—东盟优惠
原产地证书7200余份，货值约24亿元，可
为出口企业在东盟国家享受关税减免约
1.5亿元。

海关签发7200余份“纸黄金”

减免关税1.5亿元 助力开拓东盟市场

萧山以产业空间再造推动产业生态重构

外卖小哥变身“先锋骑手”基层治理更温情

市民或来电或留言 4天汇集建议500多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