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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区委一届四次全会精神
聚焦高质量转型 坚定融入大都市
编者按：
区委一届四次全会提出，
要全力加快高质量转型，
全力加快融入大都市。
本报今起推出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专栏，聚焦企业、项目、平台等方面的新亮点、新举措，进一步造浓氛围、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助推经
济全面转型发展。

河长陈晓康

澳总理为富春江畔的一家企业
“点赞”

“一水一案”
夯实水质基础
部门联动推进
“河岸共治”

杭电股份带来的
高质量发展启示

记者 仲芷菡

【人物名片】
陈晓康，现任银
湖街道唐家坞村党
总 支 书 记 ，2017 年 3
月起担任辖区内河
道 —— 坑 西 溪 唐 家
坞段村级河长。这
段 河 道 ，上 至 军 民
桥 ，下 至 洋 坞 桥 ，总
长约 4 公里。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邵波）近
日，一则消息从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传来：
富春江集团旗下的杭电股份意外地出现在了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演讲中，使这家刚
满 60 周岁的企业突然成了
“网红”
。

澳总理用 2 分钟谈
杭电股份石墨烯电缆研究项目
据新华社消息，8 月 7 日，澳大利亚总理
特恩布尔在悉尼出席新南威尔士大学活动时
发表演讲，盛赞澳中两国在创新和技术研发
领域合作中取得的成功。他说，澳大利亚同
中国的科研合作，尤其是中国的“火炬计划”
令澳中两国受益。新南威尔士大学已经创建
了国际化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通过火炬
创新园与中国建立了科技合作。
特恩布尔这次演讲总共 20 分钟左右，用
了 2 分钟时间来阐述中国杭电股份与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研发的石墨烯电缆项
目。他说，
“肖恩-李教授在高性能石墨烯电
力传输电缆方面的研究项目，是火炬创新园
的成果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与中国杭电股
份签署了一项价值 2000 万澳元的合作研发
协议，预计它能够将电网传输效率提高 5%。”
“这听起来可能不是很多，但就中国而
言，5%相当于节省 275 万亿千瓦时，这比澳大
利亚每年的发电总量还要多。因此，这是一
个伟大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世界努力应对更
高的能源需求与更低的能源成本时至关重
要。”特恩布尔在演讲中说。

【治水故事】

杭电股份石墨烯电缆研究项目

杭电股份
基础专利及阶段性成果的石墨烯电缆中试
线，正在进行设备基础施工，预计今年底前
投入运行，
“ 进一步验证石墨烯对电力电缆
导电性的有效提升作用，并为大规模产业化
做好准备。”

进入光棒光纤制造领域
延伸产业链，提升核心竞争力
除石墨烯研究以外，杭电股份去年还收
购了光电科技，进入光通信领域，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去年 8 月，杭电股份旗下的杭州永特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1000 万芯公里特种光
纤产业项目正式开工，项目用地 155 亩，总投

资 10.8 亿元，被列入浙江省重点项目。项目
采用全合成预制棒制造工艺，引入先进进口
生产设备，配套部分国产设备，年销售总额将
达 10 亿元。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一期项目
基本完工，将于 8 月试生产，并于年底投入运
行。
据介绍，杭电股份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
2016 年通过并购进入光纤生产领域，永特信
息投产后，意味着杭电股份可自主生产光纤
预制棒。
“ 以前光纤预制棒主要从国外进口，
永特信息自主生产光棒以后，杭电股份的光
通信产业链就基本完整了。”杭电股份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样一来，杭电股份的竞争力可以
明显提升。

短评

产业升级的新路子
60 岁，我们有个优雅的称呼：花甲之年。
60 岁，还是法定认可的退休养老的年龄。
60 岁，放在平均寿命只有 3 年的中国企
业中间，看起来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60 岁，
即便放眼全国，也找不出多少家同龄企业。
但对杭电股份来说，60 岁是而立之年，正值年
富力强的时候。
杭电股份成立于 1958 年，2000 年改制为
民营企业，2015 年上市，成为一家既拥有深
厚文化底蕴又具有民企活力优势的企业。
被视为身处传统产业的杭电股份，通过上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唐家坞
村，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
特殊的感情。”走在风景旖旎的
坑西溪边，河长陈晓康动情地说
道，水是生命之源，尤其在农村，
河道的水质更是与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
“记忆里，小时候的坑
西溪有一种原生态的美，但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污染源的增加，这
条溪流也慢慢失去了它原有的
颜色。”
工 作 不 曾 远 离 家 乡 ，是 陈
晓康最欣慰的事。自银湖街道
落实市、区两级部署，开展“五
水共治”后，陈晓康担任了坑西
溪唐家坞段的“河长”，为养育
自己的母亲河尽一点绵薄之
力，也为他所服务的老百姓营
造更舒适美观的村庄环境。

因地制宜“出政策”
按部就班“夯基础”

“走出去”
牵手世界名校
出资 1 亿元研发石墨烯电缆
杭电股份前身是创建于 1958 年的杭州
电缆厂。这家中国最早一批生产电线电缆的
企业，在美丽的富春江畔，完成了一步步的蜕
变，成为富阳电线电缆行业的“第一根大缆”、
全国电线电缆行业的领军企业，并于 2015 年
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以后，杭电股份立足品牌，加大了转
型提升的步伐，这次受到澳大利亚总理肯定
的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据悉，2016 年 4 月，富
春江集团旗下杭电股份与世界顶尖的研究学
府新南威尔士大学签订合作研发协议，杭电
股份分阶段出资 1 亿元人民币，双方共同进
行“运用石墨烯改进电力电缆导电性”的研
究。G20 杭州峰会期间，双方合作的杭电石
墨烯公司及杭州联合实验室在杭州投入运
行，主要进行项目的产业化研究。
经过两年的研发，双方合作已经取得阶
段性成果。今年 4 月 24 日，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将《石墨烯芯电导体及其制备方法》发
明专利授予澳大利亚新南创新有限公司的
肖恩-李教授和中国杭电股份的葛晨博士。
目前双方合作研发的石墨烯电缆样品正在
澳大利亚进行官方测试，下一步研发的重点
将从实验室样品转向产业化论证阶段。据
项目负责人介绍，基于中澳双方合作研发的

最多跑一次
美丽河湖·治水群英汇⑥

市、研发石墨烯超导电缆，一次又一次焕发
新生，开拓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子。
大浪淘沙，市场从不给任何人情面。60
岁的杭电股份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至今仍稳稳地伫立在富春江畔，靠的不是运
气，而是持续转型提升的勇气和定力。说到
底，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企业；没有
落后的领域，只有落后的理念；没有夕阳的产
品，只有落后的技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
识到，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提升好了也

能成为新兴产业。
另一方面，推动富阳持续高质量转型发
展，不仅需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
动能，还需要扶持传统产业、提升旧动能，形
成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只要我们坚定信
心，坚守、坚守、再坚守，去掉侥幸，努力打造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持之以恒，往高端、精
细、创新走，传统产业也一定会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

河 长 制 ，其 本 质 就 是 责 任
制。河长，不仅是河道治理的第
一责任人，
也是
“智慧大脑”
。
为充分整治清理河道，积极
深化“五水共治”工作，陈晓康担
任河长后，就在第一时间成立了
以唐家坞村两委班子成员为主
的领导小组。通过几次核心会
议，结合村庄实际，陈晓康牵头
制定了河道保洁长效管理、河道
巡查、例会等一系列机制和整治
措施，并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及管
理条例来执行。
面 对 长 期 不 被 重 视 、近 似
“废弃”的坑西溪，陈晓康决定先
按部就班，把清洁工作做好做扎
实。他租用挖土机，首先对河道
两侧的淤泥及杂草进行清理，解
决河道淤积问题，恢复河道的通
畅，保证原有的灌溉排涝功能。
在机械不能操作的地方，更是投
入了大量人力，对河道进行人工
清理。
经过初步整治后，坑西溪的
面貌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在
此基础上，唐家坞村组织全村党
员、村民代表及志愿者，结合党
员“固定主题党日”等活动，对整
个河道进行彻底的大清理。
“锄
头、火钳等工具一一上阵，很多
被压在河底多时的白色垃圾，都
被清理得一干二净。”陈晓康回
忆道。
结合不同水体的特质，陈晓
康还在唐家坞村提出“一水一
案”，即针对不同水体类型，采取

不同的整治方案，充分发挥不同
人群在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的
作用，推动村庄水环境全面改
善。

“河嫂”队伍勤助力
实力挺进擂台赛
在坑西溪边，总能看见三五
成群的妇女队伍在对河道及周
边环境进行清理整治，这支队伍
有一个响亮又亲切的名字——
“河嫂”
。
原来，为保证河道的长效管
理机制得到落实，陈晓康还组建
了一支由村妇联牵头，女党员和
女代表组成的“河嫂”队伍。她
们穿着为河嫂特制的围裙，手拿
铁钳、编织袋等工具，穿梭于河
道当中，除了对河道进行日常清
理，他们还对沿河的农户开展爱
水护水宣传教育，阻止和劝导沿
河洗涤、向河道扔垃圾等生活陋
习。如今，
“河嫂”们已成为黑臭
水体治理、村庄环境整治的中坚
力量。
“清淤、疏通、保洁都到位
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河道进行
提升和美化。”不仅仅满足于河
道表面的整洁，陈晓康还积极联
系区农办、水利局、环保局等部
门，为唐家坞村争取到“坑西溪
河道整治”项目。放鱼虾、种绿
化，让生态系统先活起来，让河
道美得有生机；扩宽河面、砌好
石坎，让河道美得更立体；搭建
游步道、铺设沥青路面，让河道
美得更富现代化。沿着游步道，
一条古色古香的国学长廊蜿蜒
在河道一侧，顿生梦里水乡的如
诗意境；傍晚，游步道两侧的景
观 LED 灯带徐徐点亮，让美丽
的坑西溪成为了村庄中的一道
靓丽风景线。
坑西溪整体面貌的持续改
善，村民看在眼里，上级领导也
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认可。在
去年全区举行的“剿劣擂台赛”
中，唐家坞村从 276 个行政村中
脱颖而出，顺利挺进全区八强。
除了整治黑臭水体，唐家坞村还
成功落实了饮用水改造工程，并
倡导村民珍惜水环境整治效果，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 河道
整治的成果，是看得见也摸得着
的，我们会继续努力，让唐家坞
村真正成为‘青山绕、绿水摇’的
美丽乡村。”陈晓康说。

【治水心得】
陈晓康认为，揽下治水的
工作，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按照洁化、序化、美化、绿化
的步骤一一去实现。治水的工
作是一项动态战，尤其在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情况下，美丽河

湖的成果维护，更离不开老百
姓的支持和参与。这就像国家
税收，
“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河道整治也是一项最终惠及全
体村民群众的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