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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晴到多云袁夜里转小雨袁偏东

风 3 级袁 气温 6 到 23 度袁 平均相对湿度

60%袁空气质量指数 50 到 70袁空气质量等

级良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袁雨量中等局部

大雨袁西南风 3级袁气温 12到 18度遥

临 安 发 布 今日临安客户端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位于昌化工业园区的

杭州鑫泽源精密制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精密医疗配件、精密

元器件、汽车配件、军工配件等产

品，集研发、生产、销售、出口为一

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

司的主打产品为医用活检钳和内

窥镜蛇骨。

自正月初八开工以来，该公司

生产运营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订单需求量大，这段时间几乎都

在加班。”公司总经办主任徐永斌

说，因为做工精细、质量过硬、服务

周全，产品一直受到国内知名医疗

器械企业的青睐，特别是医用活检

钳，市场占有率为 70%至 80%。

内窥镜蛇骨是鑫泽源去年投

入 400 多万研发的新项目，产品已

经投入市场，并且订单量在逐月递

增。据徐永斌介绍，目前全国自主

研发生产内窥镜的公司只有数家，

能把蛇骨的直径做到 2.1 毫米且已

投放市场的，目前只有鑫泽源一

家。鑫泽源成长得很快，从一家只

有四、五台机器的“小作坊”发展成

为规上企业，再到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建立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研究

开 发 中 心 ， 公 司 先 后 通 过 了

ISO9001、ISO13485、TS16949、GB/
T29490 管理体系认证。去年，该公

司年产值 3000 多万人民币，是昌

化工业园区的“亩产英雄”，预计今

年年产值会达到 4500 万至 5000
万。

“公司发展得快，离不开镇里

的好政策、好氛围、好环境。”徐永

斌说，有时候订单量过大，客户催

货催得紧，镇里工作人员会帮忙协

调分解订单，缓解燃眉之急。“一来

二去，我们与很多工厂签订了合作

协议，带着他们一起成长。”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虽然每

个零件都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

但是生产过程我们难以控制，万一

出了差错，要返工，更加耽误客户

货期。”徐永斌表示，随着业务量增

大，原先租用的厂房在场地和结构

上都跟不上公司发展需求，限制了

生产，扩大厂房刻不容缓。“可上哪

儿去找这样一块土地重新建厂房

呢？”

对此，昌化镇主要领导主动联

系服务企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解

决对策，落实经发办工作人员专门

跟进项目土地摘牌。通过多方联

动，最终帮鑫泽源公司争取到了项

目用地。“2 月份签了土地出让合

同，马上就可以造新厂房了。”土地

问题解决了，但资金问题又来了。

“前期研发生产投入不少钱，现在

又要建厂房，有点捉襟见肘。”徐永

斌说，在昌化镇经发办了解情况后

积极对接，协调农商银行、担保公

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帮助贷款，解决

了“融资难”问题。

精密元器件是昌化镇的特色

产业，近年来，昌化镇通过整治

“低、散、乱”，优化机制、盘活资源

等方式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通过定期走访，了解企业需

求，及时在审批、融资等方面做好

服务。”昌化镇党委委员邵华表示，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昌

化镇将在原先常规排查的基础上，

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辖区内的

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做到早发现、

早整改。

昌化镇细心服务助推企业做大做强

通讯员 陈蓉

本报讯 日前，区科技局局领

导班子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先后

赴青山湖街道洪村、研里村、潘联

村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开

展企业实地调研，了解企业发展情

况、征询企业发展难题，共走访双

联机械、宇胜线缆、百味聚、老头酒

业、同鑫建材等企业 11 家。

沟通中，区科技局了解到浙江

临安三和园竹盐食品有限公司已拥

有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并与浙江科技学院等高校建立了

科技合作关系，正谋划开发高附加值

的竹盐产品。针对企业实际情况，负

责人向企业介绍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产学研、创新券和农业科技计划

项目等政策。区科技局高新科和农社

科负责人向该企业负责人详细进行

了 2019 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辅导，指导服务企业享受产学研、

加计扣除等政策，并辅导企业申报

2019 年度各级农业科技项目。

区科技局积极开展“三服务”活动
走亲连心三服务

近日袁2019 年太阳镇首届野春耕文化节冶在景村田河农业拉开帷幕袁活动吸引了千余名游客遥 活动紧扣野躬耕大地尧绿色兴

农冶主题袁举办了耕牛开耕仪式袁以及民俗表演尧春耕美食节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袁提升了美丽乡村的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袁推
动了乡村经济的振兴遥 记者 陈伋 通讯员 张幼赞 摄

记者 汤君芳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住建局

了解到，我区荣获全省 2018 年度建

筑工业化优秀区。

去年，我区按照杭州市委市政

府的要求，加快装配式建筑推进步

伐，牢牢把握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上下齐心，部门联动，不等不拖，推

动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政策激励等

关键工作落地落实。全年新开工装

配式建筑面积 42.8 万平米，装配式

住宅和公共建筑 39.8 万平米，全面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据悉，作为第十区，杭州市政府

已经将临安作为装配式建筑的积极

推进区域。为了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我区将提前谋划，确保项目建设落

地，进一步建立长效推进机制，加快

培育市场主体，同时积极推进农村

装配式建筑发展。

我区荣获全省 2018年度
建筑工业化优秀区

通讯员 翁柳鸿 林振宇

本报讯 近年来，区财政局在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以

农业综合开发为抓手，持续改善农

业生产基础条件，加快农业转型升

级步伐。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

15 年来，我区农发项目累计投入

资金 5.17 亿元，其中，省级及以

上财政资金 3.22 亿元，本级地方

财政配套投入 7050 万元，共计实

施农发项目 69 个，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农业综合开发有效促进农业增

效，乡村振兴产业旺起来。实施土

地治理项目 34 个，治理面积 22 万

亩。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造灌

区节水配套、开展农业生态综合治

理，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同时，积极开展财政部门“上门服

务最少一次”活动，全力助推农业

产业化，努力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

强。

农业综合开发有效促进农民增

收，乡村振兴底气足起来。组织实

施农业产业化项目 35 个，受益农

户达 35500 户。在项目选择上，注

重对优势项目、特色产业、潜力企

业的扶持力度，农发资金扶持领域

涵盖竹笋、花卉、茶叶等传统优势

产业。一批产业化项目的建成投

用，使农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生

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档次明显提

高，极大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综合开发有效促进农村增

美，使乡村在振兴中靓起来。区财

政局围绕新农村建设目标，与治水

拆违、美丽乡村、村落景区建设等

中心工作，从基础设施、运营能

力、提升空间、产业基础等多方面

统筹，全面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截

至目前，已创成 12 个 3A 级、24
个 2A 级景区村庄。同时，文武上

田、红叶指南、湍口温泉和古韵河

桥已创成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我区农业综合开发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继水环境治理专项整

治行动启动后，近日，区滨湖新

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和区青山湖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又联合城管青

山湖国家森林公园中队、城投、

青山湖管理处等部门，马不停蹄

开展青山湖环湖绿道卫生环境大

整治工作。

“绿道沿线垂钓者多，留下的

垃圾也多，影响水域和周边环境。

另一方面，绿道建设过程中有些

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有碍观瞻，

也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区滨湖新

城开发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前期，指挥部环境治理组已对各

整治点进行逐一排查，并分门别

类做好排查记录表，摸清了青山

湖及周边突出存在的环境问题。

此次整治主要针对绿道二期自麒

麟山庄至青山湖大坝脚沿线 4 公

里的暴露垃圾。

工作人员“兵分三路”，分别

对湖面漂浮垃圾、沿湖岸线垃圾

以及绿道上遗留的建筑垃圾进行

清理，仅一天就清理垃圾约 3 吨。

“环湖绿道环境卫生整治是青山湖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

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动态巡查，

建立后续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堤

岸、绿化带、路面、河道等公共

区域无堆积垃圾、无垃圾桶满溢、

无成片零星垃圾、无卫生死角的

目标。”该负责人表示，同时，将

陆续开展违章搭建大整治、占道

摊点大整治、机动车/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大整治、裸露土地大整治、

施工工地大整治，展现环湖绿道

新风采。

青山湖环境整治马不停蹄

太阳镇举办首届“春耕文化节”

记者 汤君芳

本报讯 如何成立业委会？业

委会的作用是什么？业主大会召开

有什么条件？……日前，区住建局

组织全区 36 个社区工作人员代表

及各社区业主委员会代表召开了业

主大会暨业主委员会培训会，浙江

大学蔡庆兵教授应邀授课。

培训会上，蔡教授对业主委员

会工作流程作了详细讲解，并着重

解读了首次成立业主大会的细化流

程、业主大会定期与临时会议召集

操作流程，业主委员会换届、罢

免、补选、解除等操作流程、小区

管理规约议事规则及车辆管理规定

的拟制。同时，通过大量案例对业

主大会从筹备到运作过程中的难点

和重点作了深入的剖析。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社区服务人员及业主委员会成员参

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

等流程的业务能力，为社区加强对

业主委员会的监督管理，明确业主

委员会职责、履行业主委员会义务

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我区举办业主大会
暨业主委员会培训会

本报讯 昨日下午，区委书记

卢春强，区委副书记杨泽伟以普通

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区委办机关

支部固定主题党日活动。

全国“两会”于 3 月份胜利召

开，“两会”精神成为固定主题党日

上的“大餐”。区委办机关支部全体

成员一同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

部分党员作交流发言，谈体会、谈

思路。区委办机关支部还结合工作

实际，学习传达了中央、省委、市委

办公厅工作会议精神。听了大家的

发言后，杨泽伟在学习、结合、作风

等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立足区委办工作实际，卢春强

结合个人工作生活感悟，与大家共

同探讨交流。他指出，固定主题党

日活动很有必要，也十分需要，活

动形式很好，内容也很丰富。他认

为，区委办以文辅政有方、服务保

障有效、推动落实有力、自身建设

有为，机关支部从全区机关基层党

组织中脱颖而出，打响了机关党建

品牌，彰显了党办人的责任与担

当。

就下一步工作，卢春强指出，

要在坚定政治意识上当好表率、走

在前列。始终把绝对忠诚作为首要

政治品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讲

政治”落实到一文一会、一言一行

之中。

卢春强要求，要在提高能力水

平上当好表率、走在前列。不断学

习实践，深入基层一线，增强服务

决策的本领。处理好横向、纵向关

系，调动好各方资源、力量，增强综

合协调的本领。提高督查质量，发

挥考评作用，提升抓落实的本领。

要在弘扬奋斗精神上当好表率、走

在前列。有更宽的视野，跳出工作

看工作、跳出岗位看岗位。有更大

的抱负，不断在磨砺中增强干事本

领。有更强的定力，定下心来、久久

为功，直到干有所成、干有所获。

卢春强强调，要在优化作风上

当好表率、走在前列。有担当的品

格，始终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有严

谨的态度，坚持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有奉献的精神，继承发扬好党

的光荣传统。要在守好规矩上当好

表率、走在前列。从严要求自己，不

该说的话坚决不说，不该问的事坚

决不问，坚持廉洁自律，谨守法纪

底线。

卢春强参加固定主题党日活动时要求

在五个方面当好表率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