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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一霖

本报讯 近日，副市长、区委书
记柯吉欣专程到新湾街道和白杨
街道调研，听取街道工作汇报，帮
助街道梳理发展思路，协调解决困
难问题。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市委的要求上来，统
一到区委的具体部署上来，坚持区
划调整与改革发展两手抓，做到两
不误、两促进，以新设行政区为契
机，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更高的
眼界、更宽的思路、更新的理念谋
划推动街道新发展，奋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新跨越。沈燕俊、施科琦分

别参加调研。
在新湾街道，柯吉欣在充分肯

定街道近期工作成效后说，钱塘区
的设立带给了我们对未来更高质量
发展的无限想象。他强调，要以新
设行政区为契机，在更高起点上深
入思考、提升理念、优化规划，坚持
立足全区、放眼杭州，高标准设立目
标定位，同时将规划适度留白，为钱
塘区远景发展留出余地和弹性，结
合街道实际，积极学习借鉴杭州云
城等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借助
专家学者、基层干部等群体的智慧
力量，努力探索原生态与现代化有
机衔接、融合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

径，在打造“钱塘枢纽，高铁新城”中
做出特色、干出亮点，为全区高质量
发展助力添彩。

在白杨街道，柯吉欣指出，杭州
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实施以来，
街道上下科学部署、扎实工作、高效
落实，整体平稳有序，值得肯定。他
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全面做好年
度发展谋划的优化提升，深刻理解
把握省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当前钱塘区行政区与功能
区体制叠加下的新特点、新要求和
系列目标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将数字化改革等重点工作科学融入
年度发展谋划，坚持着眼长远、面向

未来、适度超前，以高远的目标和美
好的愿景引领街道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为钱塘区打造“一核九星”中最
亮的星贡献力量。

柯吉欣要求，要一手抓区划调
整，平稳有序、依法依规推进部分
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统筹兼顾，推进任务、人心等
全面融合，进一步激发活力、提升
效率。要一手抓改革发展，继续毫
不放松地抓好手头各项工作，锚定
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加快各领域
工作的推进步伐，保持工作的连续
性，不断提升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水
平。

■记者 刘龙龙赵明悦
通讯员 王佳杭

本报讯 26日上午，浙江省原
料药安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医药
创新发展论坛在钱塘举行，本次活
动由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
药科大学、钱塘区主办，浙江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究院、中国药科大学（杭
州）创新药物研究院、杭州医药港管
理办公室承办。吸引了200多名来
医药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参与。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润
龙、副局长陈魁，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来茂德、副校长孔令义，杭州市政府
党组成员、钱塘区委副书记、区政府
筹备组组长朱党其出席活动，钱塘
区委副书记、杭州医药港党工委书

记沈燕俊出席活动并致辞。
疫情冲击下，全球生物医药产

业链面临重塑，加强原料药研发、生
产，对于保障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链
安全尤其重要。在中心成立仪式
上，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
润龙指出，广大原料药企业要精准
发力，实现产业高端化、产品高品
质、发展高质量，希望广大企业在产
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延伸优势品
种产业链，做大做强拳头品种，大力
发展原料药配套的中间体生产，加
快发展自产原料药的制剂品种，走
出一条“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一体
化发展的新路子。

此外，原料药环节不仅重要，产
值潜力也非常大。“浙江省是原料药
出口大省，占据我国原料药出口额

的1/5左右，但是还存在创新体系
不完善、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在发言中
表示，研究中心的成立就是要发挥
高校、政府、企业的合力，补短板，锻
长板，把原料药产业做大做强。

据专业机构分析，2018年全球
原料药市场规模1657亿美元，未来
几年全球对原料药的需求将保持增
长，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2367亿美元。为了分得原料药这
一市场大蛋糕，杭州医药港（“万亩
千亿”新产业平台）一直在谋篇布
局。产业下游通过引入九洲药业等
制剂生产企业，培育需求；中游通过
引入中国药科大学（杭州）创新药物
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强化研发平台
力量；上游争取省药监局等部门的

政策支持。浙江省原料药安全研究
中心在这一时间点落户杭州医药
港，是应产业发展所需，也是我区生
物医药产业迈向新台阶的重要步
伐。

2020年，我区生物医药产业实
现总产值近 400 亿元，同比增长
10.3%。浙江省原料药安全研究中
心项目落地，对于我区生物医药产
业强链补链，将起到助推作用。

研究中心落户仪式后，还举行
了医药创新发展论坛，由浙江省食
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副院长陶巧凤、
中国药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尤启冬等
专家进行了主题分享。与会专家围
绕原料药产业发展现状、质量控制、
影响因素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各抒
己见，进行了深入探讨。

抢占生物医药产业制高点

浙江省原料药安全研究中心落户钱塘区

柯吉欣在调研新湾街道和白杨街道时强调

坚持区划调整与改革发展两手抓
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新跨越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费笑红陶旭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新
区财政金融局了解到，今年
一季度，新区累计实现财政
总收入80.2亿元，同比增长
48.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1亿元，同比增长33.5%，
实现“开门红”，为“十四五”
财政事业开好局、起好步奠
定了扎实基础。

新区一季度财政收入的
良好开局，离不开新区工业
经济的平稳运行。据了解，
智能汽车及智能装备智造产
业、半导体产业、生命健康产
业等新区主导产业延续了
2020年增长趋势，一季度增
长态势明显。截至今年2月
底，新区智能汽车及智能装
备智造产业已实现133.3亿
元的总产值，增幅115.1%。

全区高质量建设步伐
加快，特别是一批重大项目
的顺利签约落户，不仅为新
区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新
的动能，同时也优化了新区
经济结构，增强了企业活
力，为新区一季度财政收入

实现“开门红”提供了坚强
支撑。特别是去年以来，新
区积极响应国家、省、市号
召，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
降费、援企稳岗、纾困解难
政策措施，进一步减少企业
压力，为市场主体回暖提供
了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力
实施，也为企业复工复产和
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良好
基础。据测算，去年全年新
区共减免税收50多亿元，接
近于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一半。

同时，新区充分发挥财
政导向作用，吸引税源项目
落户，也为日后的高质量发
展增加了可用财力。“为了推
动优质项目、企业签约落地，
今年以来，新区进一步加快
了相关扶持政策兑现审批流
程。同时，积极培养优质企
业，推动企业股改上市。”据
区财政金融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截至3月底，我区共
推动三家企业于主板、科创
板上市，兑现“凤凰政策”资
金近6500万元，也为新一年
的上市工作开了好局。

同比增33.5%
新区一季度财政收入实现“开门红”

■首席记者 郁佳炜

本报讯 27日上午，钱塘区
召开平台和经济部门工作座谈
会。副市长、区委书记柯吉欣强
调，要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
紧紧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把
握当前重要发展机遇，理清发展
思路，树立问题导向推进工作，
全面推动产业平台建设提升，助
推全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朱党其、李鹏、杨晓峰、陈炯林、
刘国娟、吴勇、潘伟红、施峰、徐
进参加。

柯吉欣指出，过去一年，六
大平台总体工作成效明显，着力
破解难题，干事队伍认识水平和
业务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值得充
分肯定。但也要看到当前全区
在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依然存在着的问题短板。各产
业平台及相关部门要继续保持
当前的良好工作状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科学理性把握发展
规律，梳理问题清单，细化研究
突破，健全完善工作管理制度，
着力打造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钱塘标杆”。

柯吉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
向，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系统梳理
问题，攻坚克难，采用更大力度、
更为有效的措施推进各项工作，
着力破解问题，强化重点要素保
障。要坚持制度先行，以制度建
设为保障，全面梳理各项管理制
度，特别是借助区划优化调整和
数字化改革契机，推动制度重
塑、流程再造，实现更加规范高
效运行。

柯吉欣要求，要进一步推
进平台改革创新发展，推动改
革继续往前走、往深走，各部
门、街道要加强同产业平台的沟通协调，深入开展“三服
务”，平台要推进内部调整提升，充分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
进一步激发发展的合力动力。要做优做深规划，在平台

“3+3”职责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以更高的立意和
更实的举措，深化完善平台发展规划，在规划指导下有力推
进。要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对标一流、提高站位、加快发展，
聚焦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引进更多优质项目，严
格履行承诺协议，强化入企跟踪服务，确保项目达产达效，
形成产业集群化、高端化的良好发展态势。要更加注重创
新发展，充分认识未来高质量发展同科技创新的正向关系，
优化产业结构，做好产业培育，引育更多创新型企业，推动
各产业平台和全区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要抓实抓好小微
企业园等平台建设，明确建设目标、夯实工作责任、优化发
展路径，持续扩大平台规模、拓展发展空间，为全区创新发
展、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柯
吉
欣
在
平
台
和
经
济
部
门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强
调

锚
定
﹃
高
质
量
发
展
﹄
主
题

推
动
全
区
经
济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

历时两年多，杭州亚运轮滑
馆建设项目已基本完工，正进行
各项专业验收整改收尾工作，为
保障2022年第19届杭州亚运
会正努力书写一份满意的答卷。

比赛结束后，场馆也将通过
提供各种相关设施及空间来满
足群众体育休闲需要，进一步提
高全民健身积极性。

通讯员杨甬杭 沈佳琪
记者方波 摄

■记者 赵一霖

本报讯 27日下午，我区举办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副市长、区
委书记柯吉欣带领区委常委以及区
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筹备组领导等，
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临江兵团知青
文化园，聆听党史专题辅导，在重温
党的历史、接受思想洗礼中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量。

莫道钱江潮万古，沧海桑田竟
有时。1970年10月，7000余名知
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浙江生产
建设兵团(临江），用自己的青春年

华激情奉献，参与到10万亩军民联
围工程中，让盐碱荒滩变成了万亩
农田。在临江兵团知青文化园内，
一件件饱经沧桑的珍贵史料、一张
张定格历史的资料图片，讲述着顶
着朔风挑土筑坝的艰辛，讲述着灯
下自学自强不息的坚韧，生动展现
了值得传承的宝贵围垦精神。柯吉
欣一行不时驻足凝视、久久端详，仔
细倾听前辈们战天斗地、团结协作、
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围垦生动故
事。在鲜艳的党旗前，柯吉欣带领
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以铿锵有
力的宣誓声，表达不忘初心、砥砺传

承的坚定决心。
柯吉欣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历经磨难、风
雨兼程的奋斗史，钱塘区的发展史是
一部创造了“人类造地史上奇迹”的
围垦史，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是全区广大党员“最好的教科
书”。他强调，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
实践。要深入挖掘和提炼钱塘围垦
历史中展现的信仰坚定、开天辟地、
艰苦奋斗、不畏艰难、团结协作、同舟
共济、创业创新、积极进取等宝贵精
神，结合新时期的使命任务，转化为
推动新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落

实省市委和区委的部署要求，以新设
行政区为契机，锚定“高质量发展”主
题不放松，用足用好身边的红色资
源，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自觉做
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全面提升党
史学习教育质效，以实际行动推动全
区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启高质
量发展新征程，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报
告会暨“钱塘·潮学”讲坛学习中，党
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成员、杭州
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龚上华作
宣讲报告。

我区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传承好发扬好新时代围垦精神
以实际行动谱写全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打好“四张牌”
河庄奋力谱写田园城市新篇章

>>>详见本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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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姿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