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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刘乐平王璐怡
本报记者 吴宇翔

本报讯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党
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
20日上午在杭州举行。党史学习
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社科院
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
辉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袁家军主
持报告会并讲话。

郑栅洁、葛慧君和其他副省以
上领导干部出席。

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姜辉
围绕“学习百年史、践悟新思想、奋
进新征程”的主题，从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
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

作，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
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六个重点；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4个方面
进行了系统宣讲。报告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系统透彻、令人信服，为
全省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上了生动
的一课。

袁家军在主持报告会时强调，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高标准落实中央
部署和要求，守好“红色根脉”、奋力
争先创优、扛起“五大历史使命”，努
力在党史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列、当
好示范。要积极践行“九学九新”，
精心组织好党史专题学习活动，学

好用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指定书目”
和《习近平在浙江》等自选教材，做
到明理增信、入脑入魂，努力交出党
史必修课的高分报表。要抓好关键
群体、找准重点环节，完善工作机
制，创新形式手段，开展好集中性主
题宣讲活动，把宣传宣讲活动与展
示打造“重要窗口”的标志性成果有
机结合起来，创新宣传宣讲方式，注
重突出“红船味”“浙江味”，不断增
强宣传宣讲的广度、深度和社会参
与度，做到旗帜鲜明、凝聚人心，营
造“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的浓厚氛围。要发扬马克思主
义优良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把学习党史、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与推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
提升党史学习的实效，做到知行合

一、善作善成，确保争创社会主义现
代化先行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
象。

当天下午，中央宣讲团一行还
来到嘉兴南湖，在南湖红船旁与基
层党员群众代表开展现场宣传、交
流互动。21日上午，宣讲团还赴浙
江大学与师生座谈，就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进行深入交流。

宣讲报告会采用视频会议形式
举行，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近
5000人参加。在杭副省以上老同
志，省部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高
校师生代表、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
和企业代表在主会场参加报告会。
朱党其、陈金生、王永芳、俞斌、李
鹏、李栋、李国梅、王学雄、陈炯林、
赵志军、陈金泉在新区分会场参加。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杭举行
袁家军主持并讲话姜辉作宣讲报告郑栅洁葛慧君等出席

■首席记者 郁佳炜通讯员 何蓓

本报讯 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
知，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民主同盟创
始人之一沈钧儒……今年3月19日是中国
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杭州求是高中的校园里正式迎来了13位民
盟先贤雕像，以此纪念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共
克时艰、共历风雨、共襄伟业的光辉历程。

当天，民盟先贤雕像集中揭幕仪式暨
“历史与未来：新时代参政党的责任与担当”
理论研讨会在杭州求是高中举行。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张平，
浙江省副省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主委成岳冲
参加揭幕仪式。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国梅
陪同。

民盟杭州市委会、民盟宁波市委会等民
盟11个市委会和民盟企业家盟员现场捐赠
了包括陶行知、童第周、谷超豪、沈钧儒、谈
家桢、胡愈之、陈望道、沙孟海、张澜、吴晗、
费孝通、苏步青、潘天寿等在内的13名先贤
雕像。揭幕仪式缅怀了前辈先贤的丰功伟
绩，希望通过雕像传承先贤的爱国情怀和高
尚情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将先贤们的
高尚精神境界转化为新时代建功立业的强
大精神力量。

现场盟员纷纷表示，将循着先贤足迹，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积极建言资政，进一
步凝聚共识，为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
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仪式结束后，活动还举行了“历史与未
来：新时代参政党的责任与担当”理论研讨
会。“星光照耀前行路”，与会成员交流心得，
感悟入盟初心。随后，就“浙江民盟早期历
史”“沈钧儒与‘五一口号’”“胡愈之与中国
共产党”等论题学习先贤故事，感悟先贤高
尚人格，重温多党合作历史，积极为社会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

事实上，作为民盟浙江省委会创办的学
校，连日来，杭州求是高中结合自身办学特
色，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就在两天前，

“美美与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民盟成立80周年主题画展开幕式暨民
盟浙江华夏书画学会杭州求是高级中学艺
术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也在学校“美美画廊”
成功举办。现场展出了一系列民盟浙江华
夏书画学会盟员艺术家、求是高中美术专业
教师和美术班学生的优秀作品，以画寄情，
记录时代华章。艺术教育基地的成立也将
为新区学校艺术特色发展掀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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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思燃通讯员 陈佩珏

提到“黑匣子”，很多人第一时
间想到的是汽车或飞机中的电子记
录仪，人们能够根据其记录的数据
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近日，记
者从新区市场监管分局了解到，在
药品生产领域也开始出现“黑匣子”
的身影。

“黑匣子”即数字化监管“黑匣
子”工程，作为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
试点项目，依托新区全省率先试点
推广的数字化智能工厂（DI工厂）
的智监系统，在线采集药品生产、检
验等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和数据储存

于特殊介质（“黑匣子”）。由市场监
管部门和企业各持密码，共同管控

“黑匣子”，利用终端数据进行安全
监管和事故调查，实现药品生产非
现场智能化监管，做到一链成证，一
盒管数字，双向管安全，风险可追
溯，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推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目前新区企业杭州澳
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亚生物”）按照不可篡改、不可销毁、
不可泄密、不增负担的“四不”宗旨，
已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数字化监
管“黑匣子”试点工程。

“‘澳亚生物’是新区第一批DI

工厂试点企业，近年来更是在打造
透明化工厂方面有所作为，符合数
字化智能工厂发展的趋势，为探索
实施数字化监管提供便利条件。”新
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前不久，省药监局还来到“澳亚
生物”，详细听取该企业DI工厂的
建设及运行情况，并对下一步“黑匣
子”工程的标准制定，关键参数收
集、数据库建立和日常管理等问题
进行讨论交流。

新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以区内企业“澳亚生物”
数字化监管“黑匣子”工程的试点为
开端，走出一条试点先行，持续迭

代，分步推广的数字化监管道路，让
“黑匣子”工程成为药品生产企业自
我提升管理水平的有效抓手，推动
新区乃至全省药品数字化监管的迭
代升级，及时发现和消除药品质量
安全风险。

下一步，新区市场监管分局也
将持续做好试点企业的指导与服务
工作，助力数字化监管“黑匣子”工
程在新区试点成功，总结经验，进一
步提升新区药品生产领域的数字化
监管水平。

省级药企装上“黑匣子”：产品可溯源风险可管控

■记者 刘龙龙通讯员 徐佳伟

“过程管理模块实时监测生产
动态，工艺分析模块进行最优方案
调试，安全环保管理模块链接智能
报警系统……”3月17日，传化化学
品智能制造主管孔师傅坐在电脑
前，详细向记者介绍智慧大屏上的
不同模块和作用。

一季度传化化学品的印染助剂
和硅油助剂订单大幅增长，生产压
力陡增，但孔师傅和他的工友们却
对完成生产排单信心十足。自信来
源于数字化改造，提升了整体生产
效率。

聚焦数字化技术应用，近年来
传化化学品不断通过智能制造来提

升效率、保障产品质量，帮助客户实
现可持续发展，加快传统制造业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随着信息
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工厂可以
实现生产管理成本下降25%，万元
产值能耗下降10%，劳动生产率提
升25%，并且通过空中AGV小车
输送成品，解决了20.7万吨成品的
地面输送压力。

“我们认为化工企业的数字化
改造，绝不是简单地把数据搬到屏
幕上就可以，而是要通过对数据的
积累、挖掘和集成运用，不断改进流
程和工艺，提升生产力。”传化化学
品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和传化化学品一样，近年来泰
瑞机器、圣奥家具、顾家家居、味全

食品、中美华东制药、怡得乐电子等
新区企业，纷纷根据行业特点进行
数字化改造，树立了产业数字化的
标杆。

2020年，新区共组织实施企业
数字化改造攻关项目29个，工厂物
联网项目70个，完成企业上云623
家。其中，味全食品、中美华东制
药、怡得乐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
功创建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中策橡胶、传化化学品在原有基础
上，加大数字化改造投入力度，成功
创建省级“未来工厂”，顾家家居成
功创建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021年，新区又将如何深入推
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向数字化
改革要生产力？

“进行数字化改造，成本是企业
的后顾之忧，也是部门着力研究、解
决的问题。”经发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分行业、分阶段，邀请行业
专家提供小成本、轻量级的技术解
决方案，探索数字化改造区域性发
展的有效模式。在抓好政策激励引
导和典型示范的同时，在新区培育
和引入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提供
商，从多方面提升企业开展数字化
改造的积极性。

2021年，新区将继续推进制造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百千万”工程，
确保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
100%覆盖，用地3亩以上规下工业
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80%
以上。

新区向“一号工程”要生产力

2021年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实现全覆盖

近日，新区举办“建功‘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技能竞赛活动
的首场比赛，29名汽车起重机
操作能手将决出代表行业最高
水平的“神吊大侠”。

本次活动由新区总工会、市
起重装卸行业协会主办，旨在
“以赛促练”，为新区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劲有力的人才支撑。

记者 方波
通讯员 徐霞丽 摄

“神吊大侠”
■记者吴宇翔通讯员陈烨奇

近日，新区需要办理工
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的企业纷
纷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为了
优化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业
务办件流程，改企业“外跑”
变数据“内跑”，由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钱塘新区分局专
项开发的“工业用地使用权
出让续期联审事项”系统模
块已于3月11日通过验收并
正式上线了。

据规划和自然资源分
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了更好
地促进经济发展，减轻企业
负担，当时萧山区实行差别
化供地政策，将法定最高出
让年限为 50 年的工业用
地，分成了20年、30年、40
年、50年等不同档次，供企
业在办理（或补办）工业用
地出让时进行选择。而当
时的企业出于资金因素等
考虑，大多选择了20-30年
年限不等的工业用地。时
至今日，最早实行出让 20
年期的工业用地已陆续到
期，其中也包括了原属萧山
区，现为新区江东片区的工
业用地。

为处理好工业用地使用
权续期这一棘手问题，适应
新形势下产业发展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需要，新区研究制
定了《杭州钱塘新区工业用
地使用权出让续期办法》并
于去年9月正式实施。

“但在续期事项办理过
程中，企业普遍反映存在办
事不方便，需要在不同部门
之间来回跑的问题。”该工
作人员表示，经调查研究，
分局发现该问题的痛点就
在于缺乏联合审查的并联
平台，导致企业在办事过程
中，一旦涉及到经发科技
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
生态环境分局等多个相关
部门及属地街道的联合审
查，就需要一家一家地跑，
十分费时费力。

针对新问题，规划和自
然资源分局快速行动，进一
步优化联审程序，依托浙江
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
基础框架和杭州市统建“一
窗受理”平台，对“工业用地
使用权出让续期联审事项”
进行专项系统开发。经过
多轮测试和试运行，“工业
用地使用权出让续期联审
事项”系统模块终于顺利上
线运行。从此土地使用权
续期事项办理，企业只需到
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一个
部门申请办理，相关资料就
能在线上实现多部门并联
审查，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
间和成本。

从“跑多次”到“最多跑
一次”，从群众跑腿到“数据
跑腿”，从理念、制度到作风，
在这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中，新区不断为企业“松
绑”、为群众“解绊”、为市场

“腾位”、为办事“提速”，努力
营造一流便利的营商环境，
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

“企业跑”变“数据跑”

新区工业用地使用权续期
便民系统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