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总编：张五一 值班编委：朱琳锃 值班主任：陆丽萍 首席编辑：何学仁 版式总监：李健萧山天气：今天阴转小雨，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7℃～8℃，明晨最低气温2℃～3℃。

韵味萧山APP 萧山日报官方微信

征订服务热线：83523999
XIAOSHAN DAILY

农历壬寅年正月十六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43
总第11230期 今日8版

2022年2月16日 星期三

82654321新闻
热线

萧山网 http://xsnet.cn

投稿邮箱：
xsrbxw@163.com（新闻）
303555015@qq.com（副刊）

本报讯（记者 周珂） 北大信研院的
“基于数医融合新模式的健康医疗大数据
智能分析平台”入选2021年浙江省数字
经济“五新”优秀案例；浙江大学联合浙大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在信息港小镇发布了
两款超导量子芯片“莫干1号”和“天目1
号”；微医国际数字健康中心动工，致力成
为中国数字健康产业的“硅谷”……

通过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
程”，萧山不断培育新业态、新产业、新模
式，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形成了丰富的融
合应用场景，显示出我区数字经济领域
的强劲活力。记者近日从区经信局了解
到，2021年全区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150.66亿元，同比增长18%。

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

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坚持产品和技

术自主可控，与重点科研院所、龙头企业
进行合作开发，2021年九州量子研发团
队在量子通信芯片国产化方面迎来重要
突破，率先推出了业内首套高性能
SPAD 测试系统，门控重复频率可达
100MHz，实现了该领域高性能测试系
统的首套商用。

“在关键技术上严重受制于人的苦
涩滋味，我们尝过太多。要想不被卡脖
子，我们就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实现产品
的真正国产化，这才是最安全的。”九州
量子创始人郑韶辉说。该系统高度灵
活，既可为上游SPAD生产商提供规范
化出厂检测，解决SPAD国产化过程中
面临的测试困难、迭代缓慢等困境，也可
为下游企业提供入库检验标准，进一步
加速从芯片到器件，从器件到设备的国
产化进程，助力量子通信领域产品的自

主可控。
无独有偶。显示盖板是电子显示产

业链最上游的关键基础材料，应用场景
非常广泛。乾智坤达已成功投产首条透
明微纳晶Ⅱ代电子视窗材料生产线，做
到工业化量产。据了解，乾智坤达生产
的微纳晶Ⅱ代材料不仅具有低介电常
数、低介电损耗的特点，而且拥有高硬
度、抗摔性、高透光率等特点，主要用于
手机盖板、背板，还可服务于VR设备、
安全玻璃、挡风玻璃，智能穿戴、智能家
居、医疗显示、车载、航载交通等领域。

“新产品新模式引领作用显著，我区
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区经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全力做大做强数字
经济，我区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企业培
育。截至2021年年底，全区规上数字经
济企业数量增加至253家，“骏马计划”

企业 42 家，“千里马计划”企业 11 家，
“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17家。

深入推进智能制造行动

未来的食品饮料生产，将呈现怎样
的智造新模式？以“超链万物，智启未
来”为主题的宏胜饮料集团“宏胜超链智
造”杭州基地在萧开工建设。该基地引
进国际前沿饮料制造装备和技术，建设
全自动化无菌生产线，整线自动化程度
达到90%以上。

通过智能柔性化生产，宏胜将打破
以往单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模式，以模
块化分布式功能制造单元，建设兼具批
量制造与个性化定制的柔性先进制造系
统，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快速
响应，以更高质量服务日益丰富多元的
消费需求，建成达产后每年可生产3.8亿

多瓶饮料。
此外，大唐智能制造（杭州）创新中

心启动、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
力中心试运营，这些中心是我区聚焦“产
业大脑+未来工厂”数字经济系统的缩
影，将帮助制造企业提升智能制造能力
和创新能力，加速完成智能制造转型升
级，培育更多具有区域特色的行业“隐形
冠军”。

2021年，全区新实施区级智能制造
项目110个，数字化改造项目128个，其
中市级攻关项目65个，“机器换人”项目
228个，新增工业机器人604台，形成了
点面结合、普遍推进的企业数字化改造
新局面。其中，萧山化纤产业集群以总
量规模大、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完整、创新
举措突出等优势成功入选省级产业集群
类新智造试点。

本报讯（记者 黄婷）昨日下午，
我区召开安全生产紧急会议，通报“2·
15”事故情况，对安全生产工作再警
醒、再教育、再部署。区委副书记、区
长姜永柱强调，安全生产是底线也是
红线，全区上下要知行合一，如履薄
冰，深刻吸取教训，把安全生产各项措
施抓紧、抓实，确保全区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为护航平安亚运、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最优环境。

常务副区长程晓东主持会议；副
区长张亮、王润东参加。

姜永柱指出，要坚持“紧”的思想，
认识再强化。强化为大事要事护航的
政治意识、对新一届政府开局的担当
意识、对萧山区情的忧患意识、对复工
复产的责任意识，切实把安全生产责
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
上，坚定不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杜绝
各类事件发生。

姜永柱强调，要坚持“硬”的措施，
处置再深化。做好事故后续处理。积
极开展事故调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全力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要全面排查隐患，深化企业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深入整治消防安
全突出问题；要加强消防安全演练，严
格人员岗前培训，提升企业负责人和
一线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安全防范能
力；强化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提升救援
应急物资储备能力，确保一旦发生意
外，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加强复工复
产安全培训。做好在建工地、工业企
业等重点领域一线员工培训，有力推
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立刻举一反
三。坚持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理直气壮、标本兼治、从严从实、守住
底线、责任到人、小心翼翼”的要求，及
时推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安全检查，
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姜永柱要求，要坚持“严”的基调，
责任再落实。要发挥1+8机制作用。
进一步完善安委会统筹、专委会各负
其责的运行制度，形成督办整改闭环
机制；进一步推动专委办实体化运作，
加强专委办日常运行保障，确保各项
工作推进顺畅。要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充分发挥属地一线优势，完善细
化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增强安
全生产反应力、管控力、承压力。要压
实部门监管责任。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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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消除监管盲
区，堵塞监管漏洞，形成联动执法、联
合监管的工作合力。要压实企业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快企业安全风控体系标准化
建设，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企
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
个工作岗位。

本报讯（记者 周珂 通讯员 汪洁
涤） 昨日上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一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区两
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赵立明，副主任蒋金娥、李国梅、魏
大庆、徐建中、钟华成、古涛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区两会，总
结了萧山过去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成
绩，描绘了萧山今后五年高质量发展
宏伟蓝图，明确了今年的主要目标和
重点工作。全区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
领会区两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区两会精神上来。

会议要求，要忠心向党，自觉做区
委决策的坚决拥护者。坚持把党的领
导贯穿到人大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始
终与区委同心同向同步，牢牢把稳人
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让人大成为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决定的坚
强阵地。要尽心履职，争当推动萧山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者。充分发挥
人大职能优势，观大势、谋大局、议大
事，积极助力联线的专班、兵团开展工
作，主动参与、主动服务、主动协调，确
保完成区委交给人大的各项任务。要
突出重点，做人大事业薪火相传的接

力者。聚焦重点领域，不断传承和发
扬萧山人大的特色亮点工作，继续巩
固萧山人大在省市的领先地位。突出
监督主业、代表主体、改革主线，打造
人大监督的萧山样板，讲好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萧山故事，展示数字化改革
的萧山成果。要凝心聚力，当好全区
人大工作的带头人。在工作作风、个
人修养上作表率，以更高的站位、更实
的举措、更快的行动保障和推动人大
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始终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树立人大机关干部的良
好形象。

本报讯 （记者 杨圆圆）昨日上
午，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区两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意见。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叶建
宏，副主席童一峰、黄晓燕、施利君、
陈金良、汤卫、瞿虎，秘书长叶阿洪等
参加会议。

大家在认真学习后一致认为，区
两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区第十六
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区委书记王敏在区政协十
五届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既是鼓信
心、提士气、添动力，更是把方向、压责

任、交任务，为新一届区政协工作提供
了重要遵循。

叶建宏指出，学习永无止境。要
深刻学习领会好区两会特别是王书记
讲话精神，主动顺应形势任务的发展
变化需要，与时俱进狠抓学习，善借委
员之智、广聚委员之力，完善政协智库
建设，提高一线“参战”、一线“作战”的
能力。

叶建宏强调，高质量发展没有旁
观者。要坚决贯彻落实好区两会精
神，按照王书记讲话要求，抓紧明确
责任分工，科学谋划履职重点，把区
委交给政协的任务分解好、落实好、

助推好，在助力临空、世纪城、湘湖三
大兵团和亚运保障、自贸建设两个专
班方面，主动融入大局，主动服务一
线，主动靠前作战，变参政为“参战”，
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中干事成事、
展现作为，为萧山当好全市领头雁、
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作
出政协贡献。

叶建宏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做
到心气上提起来、思想上紧起来、行动
上干起来、效能上强起来，合力推动萧
山政协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

本报讯（记者 甄兰 通讯员 周璐璐）昨
日，湘湖兵团“11345”作战誓师大会正式发
布未来五年作战方案：通过5年努力，确保到
2026年底GDP超100亿元，经济总量实现倍
增，不断提升对萧山发展的贡献度与首位度。

今年，湘湖与闻堰开启融合发展、迭代转
型的新征程。湘湖兵团“11345”作战方案，将
作为湘湖与闻堰今年的总牵引，更是未来五年
的主基调。大会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以冲刺的状
态开战、以共为的行动会战，务必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决战决胜，全力打造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
业主要承载地，为萧山“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
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做出湘湖贡献。

锲而不舍厚植山清水秀生态绿底、持续
擦亮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文旅金名片，湘湖以
院士岛为“创新核”，以未来产业社区等载体
为“产业芯”，积极打造创新产业集群。湘湖
不再仅仅是一个“湖”，它已成长为一个产业

生态多元、创新要素集聚的功能平台。作为
“萧滨一体化”前沿阵地，湘湖一跃成为了毗
邻城区、联动滨江、辐射南片的地区枢纽，肩
负着塑造萧山未来产业形态的重要使命。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是湘湖从持续奔跑到奋起追赶，从蓄
势发力到全面起势的一年，刚刚结束的区两
会传递出坚定的信心和磅礴的力量，为湘湖
与闻堰干部鼓足了士气，激发了斗志。站在
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上，湘湖将抢抓“萧滨一
体化”战略机遇，坚决扛起“萧滨一体化”头雁
担当，遵循“建湖”“兴产”“营城”的逻辑路径，
开足火力、加足马力抓大产业、抓大项目，力
争率先探索湖城人产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率先构建面向未来的生态型产业体系。

湘湖兵团副团长上台签订军令状，发布
“专班化运作”方案，闻堰工作专班领取任务书。

全区去年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150.66亿元 同比增长18%

姜永柱在全区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上强调

知行合一 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全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区人大常委会学习贯彻区两会精神

区政协学习贯彻区两会精神

数字经济活力强劲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昨日是元宵节，在河上镇胜达产业园，河上板龙开展
巡游，祈福国泰民安。 记者范方斌通讯员王军良摄板龙闹元宵

本报讯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杨蕾 闻
王裔） 为提升亚运场馆周边环境，展示美好
城市形象，城厢街道正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最后一公里”整治以及迎亚运相关道路
沿线整治工作。根据计划，崇化三区、育东铁
路宿舍、南江公寓、南门江住宅区这4个老旧
小区的改造工程将于6月底前完成。

其中，崇化三区改造涉及崇化小区20幢
房屋，改造内容包括违建拆除、建筑外立面改
造、强弱电上改下、道路拓宽、绿化提升、停车
位改造等。育东铁路宿舍改造涉及育才东苑
4幢铁路宿舍，改造内容包括建筑外立面改
造、屋顶平改坡、弱电上改下、道路绿化等。南
江公寓改造涉及南江公寓15幢住宅，改造内

容包括屋顶平改坡、外立面整治、公共部位改
造等。南门江住宅区改造涉及南门江住宅区
17幢房屋，改造内容包括屋顶平改坡、外立面
整治、弱电线序化、公共部位改造等。这4个
老旧小区位于萧山体育中心周边，经改造提升
后，必将大大改善亚运场馆的周边环境。

此外，城厢还将于5月底前完成亚运场馆
最后一公里改造工作，主要针对市心路、西河
路、体育路、潘水路、萧然南路等场馆周边道路，
开展沿街立面整治。

湘湖兵团实施“11345”作战
打造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主要承载地

6月底前 四个老旧小区要完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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