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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双抢双增”大比武，确保“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部门企业负责人作表态亮实招

记者 许荆楠 摄影 朱啸尘

昨日召开的全区战疫情促发展暨企业“双抢双增”
大比武推进大会上，富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润歌网
络有限公司、杭州富春湾新城管委会、富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作表态发言，亮出真招实招，确
保战疫情、
促发展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

▲

大会现场

李继春（富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坚守高新实业，坚持高质量发展

当下，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工
作重心向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和复工复
产转变。富通集团将积极响应区委区

政府号召，谋划和布局好接下来的工
作，将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将疫情
耽误的效益抢回来。
2020 年，富通集团将积极把握 5G
时代“宏基站、微基站和基站组件网络
产品”建设的市场机遇，实施“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园”项目，服务高新产业强
区战略。
坚决响应“双抢双增”大比武活动

全力打造富阳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2019 年 1 月，上海光机所与富阳区
人民政府正式签约，在富阳组建中科院
上海光机所杭州分所，暨杭州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经过紧张、有序、高效的
前期筹建，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正式揭
牌。目前，已有两批次 10 余个高科技项

链、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的融合，形
成人才集聚地、技术根据地、产业策源
地，打造“产业技术孵化+创投+产业
园”
等相互支撑、联动发展的生态链条。
未来，上海光机所杭州分所有信心
实现快速发展，建设成为具有一流人才
队伍、一流生态环境、一流成果产出、一
流自我发展能力的“示范性”新型研发
机构，为富阳发展打造“金名片”和“吸
金石”，在招才育才、招技育技、招商育
商、培育高科技产业新生态以及服务地
方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富阳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张永亮（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力争成为国内控制阀行业领军企业

为做好 2020 年冲刺一战，响应全区
“双抢双增”大比武活动号召，永盛科技
接下来将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抓增量把好入口关。围绕主战场
力拼增量，抓住市场重大机遇，突出重
点领域新项目，把增量市场打造成为公
司发展新蓝海，尤其要在新产业真空阀
项目、国外高端产品国产化、军工特种
阀门、阀门检维修 4S 店和外贸“一带一
路”上取得新的全面突破。

抓存量畅通出口关。花大力气抓
存量的提升和挖掘，紧密联系客户需
求，通过品牌向客户传递价值，推进国
内重大专项标准制定，提升现有产品三
化标准，保持产品性能优势，促进成熟
市场持续增长。
抓“一把手”挂帅工程。千方百计
提高经济效益，着重加强销售资源再梳
理，做好原材料供给到产品交付的全周
期把控，规范新项目建设、生产等操作
流程，完善优秀人才引进和人才阶梯式
培育机制，打造一支具有向心力的团
队。
抓产业升级。积极参与工业互联
网新基建，抓紧智能制造建设，深化两
化融合程度，推动机器换人步伐，通过

高新企业项目研发投入，增强核心竞争
力，善于利用装备提高效率，加快企业
人文建设，
积极主动作为、加强服务。
抓回报。提高拟上市公司可持续
盈利能力，加强投资回报，促进各业务
板块高质量发展，增强业务拓展和风险
管理并行的管理理念，通过科学有效的
风险管理机制规避企业发展风险。
抓生态。形成强大的合力，做到特
事特办、急事急办、难事巧办，完善各业
务板块高质量发展，对外集中力量做销
售，对内集中精力做产品，提升产品质
量。
坚定信心，向主板证券市场迈进，
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力争成为国
内控制阀行业领军企业。

陈平（杭州润歌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抢抓新发展机遇，落实新发展举措

杭州润歌网络有限公司是一家涉
及互联网产业、新零售产业、艺术教育
产业、区块链艺术品电商等领域的综合
性集团公司。目前已在富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落地 13 家公司。
2020 年，公司将投资 1.5 亿元用于
总部大楼建设。全年力争实现收入 2.4
亿元，税收 1500 万元。公司拟于 2021
年以红筹架构的方式在香港主板上市。
未来三年，公司将聚焦创新领域，
培育优质人才，围绕 5G 技术、数字经
济，提升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以富阳

锚定新目标，
交出好答卷

号召，力争年度计划不减、任务不变，坚
决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
列、再立新功”
。
积极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精神，坚
定发展信心，坚守高新实业，坚持高质
量发展，以“两手硬、两战都要赢”为目
标，为富阳打造杭州市高新产业强区、
高新制造业示范区和建设一流的大都
市新型城区作出应有贡献。

张龙（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
目落地富阳，包含智能装备制造、特种
光纤及应用、光电功能材料等三大领
域；已组建 60 人左右的科研团队以及 3
个研发中心、8 个研发技术团队。
上海光机所杭州分所致力于打造
成为国内一流的激光领域“工研院”，架
起高科技产业化的桥梁，打通“科技到
产业”的通道，努力做光电领域“硬科
技”的孵化器。同时，致力于集聚全球
科技人才与成果，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
生态构建，推进成果熟化、孵化与转化，
完善“人才引育+科技创新+资本嫁接+
产业转化”功能架构体系，推进“人才

喻乃群（副区长，杭州富春湾新城管委会党委书记、主任）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整合上下游产
业，占领行业制高点，打造数字娱乐产
业新基地。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公司将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贯彻
新发展理念，抢抓新发展机遇，落实新
发展举措，努力走在全区高质发展前
列。

三更灯火五更鼓，正是新城奋发时。
接下来杭州富春湾新城将在以下几方面
发力。
挂图作战，战之有策。紧紧围绕“心
中有图、项目为王，账本清晰、治理更优”
的指示，抓项目建设，抢项目早产。统好
“一盘棋”。优化作战体系，建立平台、集
团、镇街、职能部门“四位一体”工作模式，
统分结合，一二三产各有人管，前中后期
协同作战。用好“四色码”。对每个项目
的 4 大阶段 24 项工作内容分别赋予“四色
健康码”，实现全流程管理。以目标倒逼
进度、以时间倒逼程序、以督查倒逼落实，
确保富春湾大道、安置房等 47 个政府投资
项目，浙江飞旋、新亚低温等 35 个产业项
目早开工、早竣工、早产出。算好“多赢
账”。将工程项目与建筑业经济指标增长
相挂钩，扩大有效投资，将 2020 年 76 亿元
政府投资计划转化为产值税收，实现扩大

有效投资和 GDP 增长的双赢局面。
引育结合，合之有方。紧紧围绕“六
产联动”
（复产、抢产、早产、多产、延产、高
新产），细化任务、精准发力，按照新城既
定的“三比三促成三家”比武活动方案，大
力推进新城转型发展，力争 6 月底前突破
“外资、光电产业、152 项目、总部、基金”五
个“零”。紧盯新制造。瞄准五类浙江制
造业企业开展“大项目”招引，对标滨富特
别合作区项目需求，完善上下游配套。抓
多产增产。鼓励新招引企业先迁址先产
出、边过渡边建设，创产创收。重点培育
扶持新城 13 家优质规下企业上规入库，加
快推进大源门窗等块状经济小微产业园
规划建设。抓增量引入。围绕飞旋、矽力
杰、光机所等开展项目招引，力争“大好
高”
顶天立地、
“小而美”
充实丰盈。
软硬兼施，施之有道。坚持软环境和
硬环境双管齐下。更严标准整空间。在
腾出两个 3000 亩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高标
准整治文章，让工地动起来、空地绿起来、
村庄美起来。更快实施强配套。大小配
套建设遍地开花，在 21 个续建项目基础
上，新建项目 26 个，计划投资 77 亿元。更
高水平优服务。建立“服务超市”，集中力
量解决企业用工、资金、人才等问题，为
“双抢双增”保驾护航；深化校地合作，便
捷“蓝领”招引；落实人才服务专员，解决
高层次人才创业及子女就学等问题。

许玉钧（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勇挑重担主动作为，
为两战全胜作出更大贡献

开发区是经济发展的一线部门，是服
务企业的一线队伍，既要有一线状态，更
要有一线担当。开发区将继续围绕“两手
硬、两战都要赢”的总体目标，扎紧“大口
子”、深化“三服务”、做好“六产联动”，鼓
足干劲、克难攻坚、勇挑重担，确保完成年
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腾空间促发展。招商引资是开发区
的生命线，土地要素同样也是开发区的生
命线。下一步，开发区将按照“云上读地、
网上交易、线上签约”的要求，进一步梳理
存量楼宇、存量厂房、存量地块，加快银湖
核心区、高尔夫路等重点地块签约、腾空、
拆迁速度，力争 3 月底前所有空间情况上
云，6 月底做足 3000 亩产业净地。同时，
围绕“4+X”产业发展，进一步创新招商工
作机制，聚焦集成电路、5G 设备、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及工业互联网、数字新零售
等重点产业，开展专班招商、提高招商实
效，力争 6 月底前招引制造业项目 20 个以
上，全年招引亿元制造业项目 21 个以上，

其中 10 亿元制造业项目 3 个，20 亿元制造
业项目 1 个。
抓项目促发展。抢工期就是抢效益、
抓投资就是抓发展。为此，开发区将于 4
月份开展项目建设集中攻坚月行动，围绕
开工率、竣工率、问题解决率等指标，通过
擂台赛、大比武，全力加快推进 105 个产业
项目、117 个政府投资项目、59 个高新产业
项目、3 个在建“152”工程项目和 3 个预备
“152”工程项目，确保全年新开工产业项
目 30 个以上，新竣工产业项目 26 个以上，
力争新开工 36 个以上、新竣工 28 个以上，
银湖总部区立起产业塔吊 15 个以上，切实
发挥投资的牵引带动作用，以投资提振信
心、用塔吊树立形象。
优服务促发展。企业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主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开发区
将坚持抓大不放小、政企一起干，继续围
绕产业链配套、资金周转、外贸出口、劳务
用工等方面的问题，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抢
时间、增效益。延续龙头企业“一企一方
案”、规上企业“一企一专员”、园区企业服
务网格化的做法，重点关注政策兑现环
节，通过预先兑付、专员代办、
“亲清在线”
等手段，确保惠企政策快速落地、即时见
效。同时，按照“先整治后规范、先规划后
建设”的思路，通过标准厂房、组团供地等
方式，集中建设一批小微企业园，推进新
登小五金等产业链配套企业入园发展、集
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