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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领域三大专项整治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实习生 虞方
亮 通讯员 潘军强）安全生产无小事。
今年5月起，富阳启动开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并针对建筑施工
现场多发、易发的安全隐患，提出了“十
个严禁”。截至目前，共查处安全生产
方面违法违规案件 17 起，处罚 62.5 万
元。

目前，富阳共有在建工程 300 多
个，规模1200万方，年底预计达到1500
万方左右，可以说，建设行业安全生产
风险隐患点多面广，形势非常严峻。

为此，富阳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的同
时，对施工现场提出了“十个严禁”，分
别是严禁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
上岗作业；严禁不设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不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严
禁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经专家论
证施工；严禁高处、楼梯、深基坑等临
边不按规范设置围护；严禁特种作业
人员无证上岗、不按规范操作；严禁不
佩戴安全帽进入施工场地或不系安全
带进行高空作业；严禁未办告知手续
安装、拆卸起重机械；严禁消防设施、

器材、标志等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设
置；严禁施工现场、宿舍使用煤气灶
或大功率电器；严禁电线私拉乱接，漏
保失效。

“同时，我们要求施工、监理单位
及监管人员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对安全隐患
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消除一起，做到
举一反三，杜绝屡改屡犯。”区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违反“十个严禁”
行为的，将发现一起、重罚一起，对违
法违规行为形成震慑，从而有效遏制

建设工程领域安全事故，坚决杜绝发
生重特大事故。

据统计，今年以来，区住建局共查
处安全生产方面违法违规案件 17 起，
处罚62.5万元。“不管是案件数量和罚
款金额都远远超过历史同期，基本顶
格处罚。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案件，
告诉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
虎，行业管理部门对安全生产违法违
规行为是零容忍的态度，不管是谁，触
及必究。”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7起，处罚62.5万元，数量和罚款金额远超历史同期

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零容忍”顶格处罚

典型案例 1：上林湖花园二期 B
区项目。区住建局在检查中发现该
项目的施工单位名筑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到位。根
据《安全生产法》相关条款规定，对名

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4 万元的
处罚。

典型案例 2：富阳银湖 36-A 项
目。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该项目在

塔吊安装时未履行告知手续，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根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相关条款规定，对塔吊安
装单位浙江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处
3万元的顶格处罚。

典型案例 3：莱蒙水榭山四期二
标。经检查发现项目存在特种作业人
员无证上岗，根据《安全生产法》相关条
款规定，对该项目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处3万元的处罚。

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案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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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创业没有一蹴而就，更
不存在为时已晚，重要的是你要掌握
先进的技术，能够生产出被需要、有
价值的产品。”如今，已经74岁高龄的
倪诗茂，依旧奔波于中美两地。采访
途中，他不时接到美国研究室打来的
电话，对于突发问题，他总是第一时
间给出解决方案。他说：“即便考虑
退休，在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上，我依

然会坚持到最后。”
倪诗茂兴奋地介绍，下个月思旋

科技为国家高铁设计的压缩机将进
行试验，“我们为什么要致力于研究
高铁压缩机？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只
有我们的技术可以实现，有油的压缩
机是不可能在各种恶劣、极端环境下
保持稳定状态的。如果我们成功了，
不仅能够完成技术上的一次重大突

破，更能够让高铁这项重要交通工具
的关键设备实现国产化，无疑是一件
具有非凡价值的事情”。

除此之外，在国家大力支持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背景下，倪诗茂也将目
光聚焦于氢燃料压缩机领域，“我对
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制
造出能直接提供洁净无油压缩气体
的无油式压缩机，也是我毕生心血的

所在”。
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70年里，倪

诗茂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
繁荣的每个阶段，无论是海外求学还
是归国创业，他始终坚持理想，并为
之不断努力拼搏。于他而言，求学之
路不畏艰难，创业之路才能厚积薄
发；逐梦之路不设终点，人生之路才
能硕果累累。

挑战自我，逐梦路上没有终点

编者按：汇聚双创活力，激发发展动力。近年来，富阳为了吸引海内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和项目，出台了最具含金量的人才政策，拿出了最具诚意的服务举
措，致力于打造最适宜“万物生长”的营商环境。如今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科技人才汇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全区高新产业集聚地作用逐渐突出，融杭桥
头堡形象凸显，吸引高层次人才项目纷至沓来。

今起，本报联合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推出“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人物访谈”系列报道，树立高端人才创业典型，讲述高端人才和项目背后故事，
发掘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创新举措。

65岁回国创业，他选择银湖做自己梦想的新起点
8年奋斗，思旋科技成长为压缩机制造领域佼佼者

倪诗茂：创业没有一蹴而就 更不存在为时已晚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人物访谈”系列报道

记者 谢雨天实习生 蒋雨卉

65岁那年，他怀着赤子之心回国创业。8年时间里，由他一手创立的思科涡旋已成长为涡旋压缩机制造领域的佼佼者，占据无油浮动

涡旋技术创新及应用的最前沿，产值已过千万元。他就是倪诗茂，2016年凭借“新型高能效压缩机械”项目入选富阳“5110”计划，获得创业

资助500万元。

倪诗茂出生于上海。上中学时，
他对物理学科就很感兴趣，“那个时
候，钱学森与吴仲华是国内很有名的
科学家，恰巧我同桌的哥哥是中科大
力学系的助教，从他那我听闻了许多
关于两位名师的杰出事迹。”怀揣着对
偶像的仰慕之情，中学毕业后，倪诗茂
便报考了中科大近代力学系，从此打
开了科研的大门。

中科大毕业后，倪诗茂被分配到
柳州第二空压机厂。8 年时间里，他
从基层员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成为
了中心实验室主任，其间他参与了活
塞压缩机、螺杆压缩机的设计制造。
而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压缩机研究埋下
伏笔。

1977年恢复高考后，倪诗茂带着

未完成的志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
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研究生。1981年，
他获得了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赴美
国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攻
读博士。

虽然走出国门的求学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但倪诗茂还是通过不懈努力
顺利毕业。1986年，他以伊利诺伊大
学博士身份顺利进入全球涡旋压缩机
领域龙头企业——美国谷轮公司，专
心从事研发和生产。“世界首台大批量
生产空调涡旋压缩机——‘谷轮涡旋
制冷压缩机’就是我们当时研发并生
产出来的。”谈及这段从业经历倪诗茂
至今仍然觉得十分宝贵，“正是有了生
产实践，才能将我学到的理论知识最
大化地利用起来”。

多年“海漂”，科研之路不畏艰难

也许在旁人眼中，谷轮公司项目
负责人的头衔与光环已经足够闪
耀，但是倪诗茂并不满足，他嗅到了
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同时也志在
填补国内压缩机领域的空白。2010
年，已经 65 岁的倪诗茂毅然回国来
到杭州，创办了思科涡旋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3000 万
元。

“回来，是必然的。作为出国留
学的学生，我始终肩负着将所学所
能报效祖国的使命。”倪诗茂说，在
国外这 30 多年，他一直关注着中国

压缩机行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拒
绝了国外很多知名公司对其专利技
术的收购提案，“我的目标始终不
变，就是创办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自主精密加工能力、自主标准制
定权和定价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企业”。

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与在美国
创业的丰富经历，倪诗茂的二次创
业稳步推进。经过前 3 年在技术研
发方面的深厚积累，2015 年，公司开
始扩大产品生产，“我们从为美国通
用、NASA、橡树林国家实验室等世

界知名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实际应
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到自行生产小
功率的压缩机、真空泵，发现发展的
空间很大”。

2016 年，倪诗茂凭借“新型高能
效压缩机械”项目入选了富阳“5110”
计划，获得创新资助500万元。“虽然
最初的选择是滨江，但通过几年的
观察，我认为富阳银湖近年来的发
展势头十分迅猛，与杭州主城区的
距离在不断拉近，对于高端人才、优
质项目的支持力度很大。而且通过
亲身体会，富阳政府部门的周到服

务令人印象深刻，凡是我们提出的
疑问都会给出相应的解答，为外来
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倪诗
茂说到。

如今，思旋科技着重于小型压缩
机的研发和生产，将无油浮动式涡旋
技术应用于小型家用冻干机的真空
泵生产。目前，100L的家用冻干真空
泵已投入量产，市场反响很好。短短
两年时间，思旋科技实现产值翻倍，
已成长为涡旋压缩机制造领域的新
生代领跑者。

厚积薄发，回杭创业点燃银湖科技梦 倪诗茂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实习生 虞方亮 通讯
员 俞欢 陈波）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
商事登记改革受益群体，增强个体工商户对商事
制度改革的获得感，日前，富阳推行个体工商户
口述登记工作，为个体户登记提供店小二式服
务。

什么叫口述登记？据区市场监管局窗口有
关工作人员介绍，以后，经营者无需填写表格，只
需由审批人员根据经营者口述内容录入系统，形
成电子表单，直接受理审批，经营者一次申请只
签一次字。同时，免收经营者近期免冠照片、取
消名称预先核准，名称申报与设立登记、名称变
更登记等业务合并同步办理。此外，全面实现

“即办件”，只要材料齐全、形式合法，实现立等可
取、当场办结。

“口述登记办证后，不仅简化了流程，把过去
‘名称预先核准、设立登记、受理、核准、发照’等
多个环节，简化为录入信息一个环节，材料反复
填写优化为一次录入；更精简了材料，把过去需
要多次签字的申请表和承诺书等集成为一份材
料，只签一次字，大幅缩短办理时限，为经营者提
供了最优质、最便捷、最舒心的办事体验。”该工
作人员表示，区市场监管局个体办事大厅还在每
个窗口安装了视频和音频监控，将每一个件的办
理情况形成电子档案，实现随时追踪、实时调取，
保障每一个群众权益的同时，更好地强化窗口作
风建设。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区市场监管局进一步
放宽标准，陆续取消了对房屋用途、土地性质的
审查，即房屋性质为非住宅即可办理登记，大大
提高了经营户实际面临的选址问题。

个体工商户办证
不用填表“口述登记”

聚焦“跑改”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陈跃兵）近日，
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
会公布“2019 浙江省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富
阳企业“富冶”“富通”“富春江”分列第 26、28 和
61位，与去年榜单相比，上榜企业依然相同，而排
名略有上升。

据悉，榜单以企业2018年度营业收入（销售
总额）为基本标准，由企业自愿申报为主，参考其
当年净资产、纳税额、净利润等指标，结合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年报及相关数据进行排序而编
制。

相比上一年，今年的榜单中，销售额突破千
亿元的企业增加到了9家、营收超过800亿元的
企业增加了6家；而前50强的入围门槛也从221
亿元增加到 236 亿元。而入围门槛再次跨过百
亿，为109.67亿元，相较于去年略有下降。

同上年相比，全省民企百强净资产、净利润
增长可观。民企百强2018年度的净资产总额再
次 突 破 万 亿 元 ，达 到 11725.30 亿 元 ，增 幅 达
17.04%。2018 年度净利润总额为 1479.06 亿元，
同比增长13.7%，有76家企业净利润实现增长。

富阳3家企业上榜
2019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

本报讯（通讯员 徐益冰 记者 董剑飞）记者
从规划和自然资源富阳分局了解到，富阳区数字
城市1：2000 3D产品数字航测成图与建库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标志着富阳实现了1:2000比例尺基
础地理信息资源的全覆盖。

据介绍，本项目基础地理信息资源成果包括
全 区 1831 平 方 公 里 的 1∶2000 数 字 线 划 图
（DLG）、1∶2000数字高程模型（DEM）、1∶2000 数
字正射影像图（DOM）。其中，1∶2000数字线划
图（DLG）覆盖范围为富阳区全域1831平方公里，
包括建成区380平方公里，山区测图重点覆盖区
1451平方公里；1∶2000数字高程模型（DEM）覆
盖范围为富阳区全域1831平方公里；1∶2000数字
正射影像图（DOM）覆盖范围为富阳区全域1831
平方公里，分辨率0.2米。

在此之前，富阳所用的基础地理信息资源主
要为1：500比例尺的地形图和0.5米卫星影像，1:
500比例尺的地形图仅覆盖城区及各镇村的局部
范围。1∶2000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全覆盖
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富阳基础地理信息资源的
内容和形式，成果数据可以广泛应用于公安、林
业、交通、水电等诸多领域，为富阳宏观决策、战
略发展、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应急保障等方面提
供重要的基础资源数据参考和依据。

另悉，为促进基础测绘成果在全区建设发展
中的应用，今后将进一步完善基础地理信息资源
的动态更新机制，最大限度提升数据的现势性，
充分发挥地理信息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富
阳所有非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无偿向社会提供使
用，有应用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均可向杭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申请。

富阳首次实现1∶2000比例尺
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全覆盖

精度更高 范围更广
成果无偿向社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