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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开新局新年开新局 聚力高质量聚力高质量

倒计时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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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本报讯（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萧自
贸）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促进
就业的主渠道，也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的重要基础。近年来，自贸试验区萧山区
块积极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
型升级速度，全力推动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道路，涌现了一批具有广阔发
展前景的企业，在细分领域快速成长，闯
出一条“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2022年，自贸萧山区块累计培育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17家。

深耕细作见实效。自贸萧山区块始
终把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极，积极引导和鼓励企
业深耕行业细分领域，推动企业向“专
精特新”方向发展，打造引领行业标杆
企业。松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注于
食品饮料装备、精密高效模具、自动化
控制方案等研发，全力打造具有科技实
力与无限创造力、引领行业进步的新型
精加工企业。

近年来，企业围绕饮料产线生产，成
功设计开发并批量生产了各类瓶胚、瓶

盖注塑模及吹塑模具，工业机器人、贴标
机、理瓶机、装箱机、纸箱成型机、码垛
机、水处理及输送设备等各类食品饮料
配套设备。目前，松源机械有限公司生
产的模具和饮料设备在行业内均属领先
水平。

创新引领推动科研与产业深度融
合。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灵
魂，自贸萧山区块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加快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
力推进产学研合作，积极引导企业加快
技术创新与进步。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综合
性汽车轴承制造企业，经过多年发展成
功跻身“专精特新”行列。雷迪克一直以
来不吝研发投入，注重科技创新，所研发
的产品涉及轮毂轴承、轮毂轴承单元、圆
锥轴承、涨紧轮、离合器分离轴承等五大
类 3000余个品种。公司拥有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一系列完整的高精度检测仪
器、测试设备，设有技术中心、硏发中心，
并通过了 IATF16949:2016质量管理体
系 认 证 、 GB/T24001- 2016idt、
lS0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
CNAS实验室认可，先后获得浙江省高
新技术企业、省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

“小”企业“大”作为 自贸萧山区块“专精特新”扬优成势

本报讯（首席记者 魏乐钇）昨日，区
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捷在调研萧
山时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并讲
话，副主席童一峰、施利君、陈金良、汤卫、瞿
虎，秘书长高家萍等参加会议。

叶建宏指出，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
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刘捷书记对萧山工作的讲话要求，
紧扣中心大局认真履行职能、积极担当作

为，把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落实下
去、把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叶建宏强调，要进一步坚定正确政治
方向。学深悟透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毫
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
基。要进一步助推改革发展大局。紧扣

“经济翻身仗”“亚运攻坚仗”两场硬仗，全
力助推产业发展质效提升、亚运运行保

障、全域共富先行等中心工作，以勇于变
革、奋勇争先的一流作风，展现一流作为、
干出一流业绩，为萧山加快实现从县域向
都市的全方位蝶变，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的区（县）域范例贡献智慧力量。要进
一步汇聚团结奋进力量。充分发扬人民
政协讲团结、重团结的优良传统，协助党
委政府做好宣传政策、协调关系、理顺情
绪、化解矛盾、坚定信心的工作，引导广大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更加坚定自觉地心
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同心奋斗、
同向前进、同舟共济的强大合力。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昨日，区第一人民医院到楼塔镇开展“健康进百村、千医护万家”巡回义诊活动，让当地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专家医生的优质医疗服务。 记者范方斌通讯员王新江巡回义诊 服务进村

本报讯（首席记者 童志辉）定于4月
16日开跑的2023杭州湘湖半程马拉松，
随着报名通道的关闭，目前各项大数据已
经出炉。从总体情况来看，报名相当火
爆，共计 13155 名跑友报名，其中半马
8447人，欢乐跑4708人。

这也标志着 2023 杭州湘湖半程马
拉松，即将步入到“摇号”阶段。根据
赛事信息，本次最终参赛总人数设定
为 10000 人 ，半 程 马 拉 松（21.0975 公
里）限报 7000 人、欢乐跑（4.5 公里）限

报3000人，3月 25日将公布抽签结果，
官方网站首页输入证件号码即可进行
查询。

报名选手中，男子选手占 67.69%，
女子选手占 32.31%。全国共有 28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手报名，除浙江省
外，其他报名跑友较多的5个省市依次
为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广东省和北
京市。有170个城市跑友报名，报名跑
友人数前5个城市分别为杭州市、绍兴
市、金华市、沈阳市和上海市。

报名选手平均年龄33.1岁。其中35
岁报名人数最多，占比4.2%；60岁以上，
占比0.96%；10岁以下，占比6.93%。

大赛组委会还发布了一组有趣的数

据——数据显示，报名跑友中4月16日
生日的人数为29人，这意味着他们将在
湘湖通过跑马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生
日。

另外，共有12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选
手报名参赛，包括中国、肯尼亚、叙利亚、
法国、德国、印度、美国、新加坡、朝鲜、马
来西亚、日本、韩国等12个国家，以及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

据了解，2019年10月20日举办的首
届杭州湘湖国际半程马拉松，共有12219
名跑友报名成功，男子选手占70.30%，女
子选手占29.70%。参赛选手的平均年龄
为35.1岁，其中32岁的最多，占比4.8%，
最小年龄1岁。

“湘马”报名火爆 1万名额13155人抢
35岁跑友成为主力军，29人要用“湘马”为自己庆生

爱萧山爱萧山··爱亚运爱亚运

本报讯（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沈谆祯）杭州亚运会的脚步越来
越近了。昨日，萧山统一战线

“当好东道主 同心筑亚运”动员
大会在“小水立方”瓜沥镇文化
体育中心举行，向全区广大统一
战线成员发出决战亚运动员令，
吹响了“决战决胜”亚运攻坚仗
的统战冲锋号。

活动中，萧山统一战线发布了
“十大同心队伍”和百个“同心亚
运”阵地。其中，“十大同心队伍”
包括：“同心·志愿团”“同心·智囊
团”“同心·宣介团”“同心·文艺
团”“同心·督改团”“同心·共富团”

“同心·四海团”“同心·海创团”“同
心·同根团”“同心·和美团”；百个

“同心亚运”阵地，则是在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知联会、新联会、侨界、
民宗界以及各镇街遴选了百个阵
地，作为服务保障亚运的支撑点、
服务站、同心台，广泛动员统一战
线成员积极宣传亚运、服务亚运、
贡献亚运，助力形成全民亚运的浓
厚氛围。

毫无疑问，这是今年萧山统一
战线助力亚运会的总抓手、总载
体，也是广大统战成员参与亚运、
服务亚运的主平台、主战场。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一
战线的价值所在、使命所系。活动
现场，萧山统一战线正式启动了

“当好东道主 同心筑亚运”系列活
动，包括“同心亚运·决战誓师”“同

心亚运·宣传推广”“同心亚运·金
点良策”“同心亚运·联动四海”“同
心亚运·志愿服务”“同心亚运·创
新发展”“同心亚运·和谐和美”七
大主题活动。

如启动萧山统一战线共筑亚
运“一十百千”工程，即成立一个
同心亚运联盟，组建十支同心亚
运专班，精选百个同心亚运阵
地，集结千名同心亚运尖兵，奏
响统一战线最响冲锋号；充分发
挥党派之家、“同心荟”、基层“统
战之家”等阵地作用，打造亚运
知识宣传栏、同心亚运展示栏，
不断厚植亚运文化；引导区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围绕赛会保障、城市形象、交通
出行等重点问题献计出力；聚焦

“后亚运”时代，开展“创新发展
统战有为”行动，充分激发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侨界人士、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等统战成员的积
极性，为全区招才引智、招商引
资作出统战贡献。

“统一战线作为最广泛的政治
联盟，具有人才荟萃、群英云集的
先天优势。在服务保障亚运会这
场‘大战大考’中，责无旁贷，义不
容辞。”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全区统一战线将争做“当好东
道主 同心筑亚运 ”的宣传者、践
行者、护航者，凝聚起决战亚运的
统战合力，让亚运会真正成为萧山
走向世界的再次精彩亮相。

同心筑亚运 萧山统一战线发出决战动员令

本报讯（通讯员 邵福勤 记
者 周婷）在杭州亚运会迎来倒计
时200天的重要节点上，瓜沥镇
2023“平安宣教年”活动日前在镇
文体中心正式启动，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之声助力瓜沥平安护
航亚运。

台上，一群来自瓜沥基层的民
辅警、城管、“合沥治”专班成员、网
格员等充满“乡土气息”的演员们，
将瓜沥大平安工作日常的经典案
例搬上舞台。小提琴独奏《我和我
的祖国》+大合唱《祖国不会忘记》
拉开了首场演出活动的序幕。随
后，现代说唱《“融”合治理平安有
我》、莲花落《交通安全要记牢》、情

景歌表演《祝你平安》、小品《陷阱
OR馅饼》、情景剧《网格员的一天》
等十余个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
呈，用文艺形式将“安全”的概念植
入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据悉，随着亚运脚步的日益
临近，作为亚运承办地的瓜沥，将
以必胜信念和扎实举措，推进“平
安护航亚运”各项工作，以“平安
宣教年”为载体，下沉村社，覆盖
全域，开展禁毒、消防、反诈等不
同类型的宣教活动，并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作为平安宣教
的教材，进一步浓厚全民护航亚
运的浓厚氛围。据悉，此次活动
将持续到12月底结束。

本报讯（首席记者 童志辉）湘湖一
叶舟，问史八千年。经过一段时间
的项目改造，目前跨湖桥遗址博物
馆已恢复开放二楼“勇立潮头——
跨湖桥文化主题展”陈列厅。这意
味着该博物馆参观区域实现了全部
开放。开闭馆时间为 9:00—16:30
（16:00 后停止入场），周一闭馆（节
假日除外）。

跨湖桥文化代表着人类寻求
生存与发展的时代方向，奠定了浙

江人“弄潮儿”的血脉，凝固了中华
文 明 在 长 江 流 域 的 智 慧 光 芒 。
2020 年 9 月 28 日，跨湖桥遗址博
物馆完成基本陈列提升改造并重
新免费对外开放。此次改造在原
《八千年回首——跨湖桥遗址出土
文物陈列》基础上，从跨湖桥文化
中提炼总结“勇立潮头”主题，吸收
近十年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全新打造“勇立潮头——跨湖桥文
化主题展”。

护航亚运 瓜沥“平安宣教年”活动启动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参观区域全部开放

整理收纳师“考证”乱象丛生：

包就业拿高薪？没那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