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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委书记车俊来临实地调

研，对我区工作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给

予赞扬和高度肯定。

自超强台风“利奇马”灾情发生以

来，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灾后重建，受

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水毁工程基本修

复，安置房首发区块结顶，村庄环境整

治、治危拆违全面开展，基础设施短板

逐渐补齐。一套精彩的重建工作组合

拳，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许。

上下同欲者胜。在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我区灾后重建工作始终坚持以

民为本，第一时间搬迁存在安全隐患

的农房，第一时间制定灾民安置政策，

第一时间修复水毁工程，第一时间动

建安置房，灾毁农房户将在春节前拿

到安置房的钥匙，有望住进新房过大

年。

车书记为我区灾后重建“前半篇文

章”打了高分，更对做好“后半篇文章”

提出了殷切期望。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

落实车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巩固提升灾后重建工作

成效，众志成城，接续努力，重建美好家

园，以灾后重建的实际成果让人民群众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做好“后半篇文章”要坚决打赢灾

后重建“五场硬仗”，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

段性成效，形成了强劲的工作势头，要

乘势而上，一鼓作气，持续攻坚。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关心关爱受灾

群众，及时解决群众新出现的困难，让

群众生产生活更舒心。要持续推进治危

拆违，敢拔硬钉子、敢啃硬骨头，畅通行

洪通道，消除安全隐患，拆出一片新天

地。要持续深化山核桃林生态治理，严

格执行“八个一律”，分类推进“退果还

林”、生态化经营和规模化流转，加快形

成较为完善的生态经营模式。要深入推

进村庄环境整治，分层分类、梯度推进

精品村建设，打造整洁有序、特色鲜明

的美好家园。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着

力补齐配套短板，切实优化生活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

做好“后半篇文章”要结合主题教

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灾后

重建是当前重要的身边事和灾区群众

的身边难，要深入开展“学身边人、做身

边事、解身边难”活动，把灾后重建作为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生动实践。要不

断优化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以村

庄环境的大变样、基础配套的大完善、

群众生活的大提升，进一步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员干部的

初心和使命，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做好“后半篇文章”要立足长远，着

力调优产业结构、做好生态修复。产业

能不能调整好，生态能不能修复好，是

检验灾后重建根本成效的重要标准。要

审视山核桃产业发展现状，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推进“退果还林”、林下套种、测

土配方等生态化经营方式，逐步修复生

态系统，重现青山沃土。要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大力发展高山茶叶、高端民宿、

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不断拓展林农增

收渠道，做到产业结构更优、集体经济

更强、农民收入更多，真正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全力做好灾后重建“后半篇文

章”，干部是决定因素。各级党组织要

牢记重托，践行为民初心，肩负发展

使命，始终冲在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第

一线，按照“因地制宜、标本兼治、

突出特色”的要求，着力打造安全宜

居、文旅融合、人文和谐的山地乡村

新典范，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灾

后重建的满意答卷!

全力做好灾后重建“后半篇文章”
———深入贯彻省委书记车俊来临调研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评论员

瞰临安

杭州市临安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LINAN TODAY星期五 2019 年 11 月

己亥年十月十二 8 第4045期
今日 4版 临安发布 最临安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10 月 25 日，国家工信部发布了 《拟公布的

第四批及拟通过复核的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公示》，

青山湖科技城企业———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西子

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喜获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

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

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其内涵强调“单项”，

即企业必须专注于目标市场，并长期在相关领域精耕细

作。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

司多年不懈努力，在行业领域内精益求精。杭氧股份是国

内最大的空分设备和石化设备开发、设计、制造成套企

业，今年 9 月被列入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西子富沃

德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电梯曳引机国家能效

标准的制定单位、电机 16 项相关标准参与单位，为行业

知名的无齿轮电梯曳引机供应商。

工信部认定我区两企业
为制造业单项冠军

记者 高红波 通讯员 宋锐

本报讯 日前，从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的第 29届国际

光伏科学与工程会议暨 18 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上传来消

息，我区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建华荣获国际

光伏科学与工程会议特别奖。

该奖项由国际光伏科学与工程会议咨询委员会发起设

立，设有四个奖项。其中，国际光伏科学与工程会议特别

奖，是颁发给为光伏工业技术带来巨大进展、或者积极致

力于公共政策的专家或者团体的特别奖项。

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于 2003 年进入光伏产业，

致力于 EVA封装胶膜的研发和生产。林建华组织攻关解

决了 EVA 胶膜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实现了产品 100%国

产化。目前公司 EVA/POE 封装胶膜产品已占据全球

50%以上市场份额，累计封装光伏组件已达 270GW，为

中国光伏产业关键材料的国产化、降低组件成本作出了卓

越贡献。

林建华获国际光伏科学
与工程会议特别奖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日前，清凉峰镇玉屏村，挖掘机正在道路建设

区域清表，颊浙线改扩建二期工程已动工建设。

颊浙线改扩建二期工程涉及清凉峰镇境内道路建设

29 公里，预计投入资金 6 亿元，将惠及清凉峰镇马啸片 8

个村，近万名群众，是马啸片群众多年来共同的愿望和心

声。

截至目前，6 个村土地征用涉及农户 942 户 571 亩全

部完成，涉及苗木 650 户、坟墓 160穴征迁全部完成。

下一步，施工队、机械将大规模进场，镇村干部将一线

靠前指挥，现场解决问题，服务项目建设，争取颊浙线二期

工程提前竣工通车。

颊浙线改扩建二期工程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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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6 日下午，随着沥青浇筑到山脚下的石门头，

历时一年建设的锦南街道横岭公路石郜线提升改造工程基

本竣工并通车。

石郜线是锦南街道通往横岭的主要交通要道，道路全

长 7.5 公里，从山脚下到山顶大小弯道有 18 个之多。道

路提升改造前，石郜线路面只有 3 米多米宽。由于弯道多

路小，加上原先的道路档土墙坎是干砌墙坎，年久失修，

遇大雨天道路经常塌方，严重影响山上群众出行和交通安

全，并严重制约了横岭村村落建设和锦南山地村落的发

展。

去年，锦南街道会同相关部门，以“四好农村路”建

设为抓手，投资 2000 余万元，对横岭公路石郜线进行路

基拓宽、排水沟开挖、管涵铺设、挡土墙混凝土浇筑等。

通过一年的施工建设，提升改造后的石郜线达到四级以上

公路的标准，路面宽 6 米以上，道路沥青浇筑全面竣工，

道路转弯处设置了错车道，方便车辆交位避让。

据悉，该工程下一步还将安装道路安全护栏并对两

侧进行美化。随着横岭公路石郜线完成提升改造，横岭

公路“村村通”变成“路路美”，极大改善和提升了锦南

街道山地村落的道路环线面貌，沿线群众出行更加安全

便捷。

锦南街道
横岭公路石郜线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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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日至 10 日，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

参展。我区共有 176 家企业参加现场

采购、产业对接、洽谈项目等活动；

这些企业主要来自电线电缆行业、竹

制品业、护理用品、机械设备、跨境

电商等领域。

6日下午，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和临安派祺空气净化科技有限

公司等 3 家企业参加了省政府组织的

第三届浙江·德国（欧洲）数字经济和高

新技术产业高峰对接会。会后，三家企

业和境外客户进行面对面沟通洽谈，并

就产品出口和股权投资等方面形成初

步合作意向。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在去年首届进博会上实际成交两笔

订单，采购先进生产设备，合计金额超

过 1 千万美元。企业负责人表示，本届

进博会将有意向在高端设备产品中完

成两条先进工业生产线项目，预计意向

采购资金在 1500 万美元左右。“进博会

为我们搭建了贸易平台，同时给了我们

和中外企业家交流的机会，要珍惜每一

次机会。”

“要好好逛逛，仔细挑选产品，还要

了解一下进口产品的对应海关在哪

里。”临安派祺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韩大磊说。临安派祺空气净化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机械设备进出口

的贸易公司，今年该公司增加了食品品

类。“我之前就打听过，俄罗斯和阿根廷

的海鲜产品不错。有个朋友就是向他们

采购的，这次我也想跟俄罗斯和阿根廷

的企业合作。”韩大磊说，接下去，还要

继续就价格、合作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

洽谈。

杭州宏峰电缆有限公司是临安“买

手团”里签下首个订单的。宏峰电缆是

一家专门生产同轴电缆和网络线的制

造型及贸易型企业，此次是第一次参加

进口博览会。“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的品

牌比较感兴趣，希望能给找一家专业性

很强的机械生产企业进行长期合作。”

采购负责人表示，这次参加进博会也是

为了寻找新的商机，以便及时对产品作

出调整。

“进口博览会有助于企业进一步了

解世界范围内最新、最全的进口产品信

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动态，接洽更多的

海外客户和产业链供应商。”区商务局

对外经贸科相关负责人说，前期，区商

务局积极宣传，动员企业参加进博会，

“打探”国内外最新市场需求，并指导

企业办理进馆手续，落实观展企业名

单。

据悉，由于进博会人流较大，全区观

展企业将实行错峰参观，参展期间每日

都将陆续产生企业的成交订单。除了福

斯特，我区可靠护理、你好世界等重点采

购企业主要负责人都将于近日前往观

展。据区商务局前期摸底调查，预计在

“进博会”上，我区企业意向订单总计将

达5500万美元。

176家我区企业走进第二届“进博会”
预计意向订单 5500 万美元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自“走

亲连心三服务”活

动开展以来，高虹

镇成立 12 个驻村

联企小分队，结合省农村集成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示范型村落景区创建、“三

改一拆”等中心工作，借助“机关干部周

二下村日”“三访四联五带头”党员走

访、“服务企业 360”等活动平台，积极

开展走访活动，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

在服务群众过程中，高虹镇依托

原驻村组，实行组团式走访、小分队

破难。王金南是高虹镇活山村的一户

农户，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但一家三

代 10口人却挤在一处不足 200 平米的

老屋。王金南早就想建新房了，却因

手中持有两本房产证，与农村建房政

策不符而一直无法审批。9 月初，服

务小分队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马上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

相关政策，实行全程包办，帮助王金

南注销了空号的房产证，顺利完成建

房审批手续。

“太感谢高虹镇服务小分队了，我

们即将告别一家 10口挤在不足 200 平

米的日子了。”王金南一拿到审批文件

就立即召开家庭会议，分工落实建造新

房工作。目前，王金南的新房已拔地而

起，年内就能完成主体框架。王金南逢

人就说：“有了‘三服务’小分队，我家建

房的问题才这么快顺利解决。”

驻村联企小分队紧紧围绕基层百

姓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制约镇村

发展的典型性问题主动走访对接，让

“三服务”活动真正惠及基层群众。截至

日前，高虹镇 12 个驻村联企小分队共

走访行政村 9个、农户 3000 余户；走访

两新党组织 13 个，走访企业 200 余次；

开展各类主题宣讲活动 50余次，累计

解决群众急事、难事和关注的问题 185

个。

高虹镇驻村联企小分队“三服务”中践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