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物业人员紧急行动，用防汛沙袋筑起
“阻水墙”。 昨日，市政工作人员对树木进行加固,防止其被大风吹倒，伤及行人。

记者 朱晟 摄

台风“梅花”将至，社区党员们积极行动起
来，为独居老人送去生活物资。

“梅花”来袭 他们逆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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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郁佳炜

本报讯 13日上午，区委
书记金承涛开展“三服务”走
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省市决策部署，
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落实经
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加强精
准对接、优化惠企服务，帮助
企业实实在在解难题，奋力推
动经济企稳回升。区领导刘
国娟、徐进参加。

金承涛首先来到富联统
合电子（杭州）有限公司，座谈
听取企业近期经营情况汇
报。“当前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吗？”“现在员工流动率怎么
样 ？”“ 下 一 步 有 什 么 打
算？”……金承涛深入了解企
业情况，希望企业继续铆足干
劲，盯紧盯牢生产经营情况；
要立足长远谋划增量，充分发
挥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关键环
节作用，探索“多条腿走路”发
展模式；要做优做强专业孵化
器，吸引孵化更多优质项目落
地钱塘；要持续优化战略布
局，进一步凸显在杭发展的首
位度，打造行业标杆。

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
部品有限公司，金承涛听汇

报、看产品，详细了解企业近
期发展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
意见建议，逐一回应企业需
求。金承涛说，作为一家创新
能力强劲的企业，安费诺飞凤
始终坚持研发为先，不断提
升核心竞争力。自“区政合
一”以来，钱塘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希望企业树立发展信心，继
续扎根钱塘做大做强。接下
来，钱塘将持续聚焦服务企
业，坚持“内培外引”两手抓，
汇聚平台、部门、街道等多方
合力共同服务企业，助力企
业实现爆发式增长。

随后，金承涛来到杭州
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听取
企业生产经营、未来发展预
期等方面情况，对企业一段
时间以来积极克服疫情带来
的影响表示肯定，对企业的
发展充满信心。金承涛强
调，钱塘聚焦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是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的发展核心区。希望企业进
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
动更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地
钱塘发展，确保企业在钱塘
做大做强。全区上下将持续
提供更优质服务，做好“一企
一策”精准推送，全力以赴支
持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首席记者 吴宇翔

本报讯 13日下午，杭州钱塘
科学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区委书记、钱塘科学城领导小组组
长金承涛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强化担当作为，以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定位和高水平建设，推动
科、创、产、教融合发展，奋力开创钱
塘科学城建设新局面。区领导沈燕
俊、杨晓峰、孙刚锋、刘国娟、吴勇、
李栋、徐进、杨帆参加。

金承涛指出，钱塘科学城成立
一年来，坚持边探索、边工作、边谋
划，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
打响了钱塘科学城名气。下一步，
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建立钱塘科

学城的战略意义，把建设钱塘科学
城作为我区把握大势的科学决策、
主动融入省市创新版图的积极作
为、推进“四个全域”建设的必然要
求持续抓好落实。

金承涛强调，要不忘初心，理清
建立钱塘科学城的逻辑思路。始终
牢记打造钱塘科学城的初心使命，
进一步理顺大学城与科学城的关
系，发挥高校人才、成果、教学等资
源优势，实现产城人融合发展；理顺
本地高校与外地资源的关系，释放
推动钱塘发展的综合效益；理顺“一
地”和“全域”的关系，以核心区先行
建设辐射钱塘全域创新发展；理顺
钱塘科学城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的关系，将钱塘科学城建设成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承载地；
理顺常规的创新发展与科学城建设
的关系，努力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创
新发展成果。要目标引领，奋力打
造科教产创交融共兴的理想之城。
进一步优化规划，提高定位标识度、
找准工作着力点、增强成效显示度；
进一步统筹创新要素，统筹发挥高
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载体作用；进一
步打通成果转化路径，加速把先进
技术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进一
步支撑服务发展，通过科学城建设
支撑钱塘现有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
打造，做好服务企业文章；进一步优
化环境条件，坚持开放发展，树立良
好形象，强化要素保障，奋力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科学城。要强

化担当，形成统筹推进的强大合
力。要理顺工作机制，积极发挥领
导小组作用，相关部门、街道做好支
撑保障，不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
沟通联系；要谋划标志性项目，分类、
分主体、分年度落实清单制、责任制
管理，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落实；要加
强改革创新，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引
导高校、科研院所积极融入科学城建
设；要全面营造氛围，广泛开展宣传，
真正让钱塘科学城广为人知。

会议听取了钱塘科学城今年以
来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杭州钱塘
科学城发展战略规划（审议稿）》《杭
州钱塘科学城体制机制改革（审议
稿）》《杭州钱塘科学城“科创+”行
动计划（审议稿）》。

金承涛在“三服务”走访企业时强调

加强精准服务 提振发展信心
奋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

金承涛在杭州钱塘科学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提高思想认识 强化担当作为
奋力开创钱塘科学城建设新局面

■杭州日报首席记者 齐航
本报记者郁佳炜

本报讯 14日上午，市长刘忻来钱塘
区，深入危房隐患点、在建工地、化工企业
等防汛防台一线，检查督导台风“梅花”防
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践行“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
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把防
汛防台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着力强
化综合指挥，闭环管控风险隐患，层层设防
筑牢屏障，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奋
力夺取防御台风“梅花”硬仗的全面胜利。

河庄街道同一村有农户740余户，人
口2700余人，个别村民房屋因年久失修存
在安全风险。刘忻走进村庄察看危房转移
腾空情况，指出要严格按照“板钉上、条封
上、牌挂上、警戒线拉上”的要求落实管控，
确保相关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避
险安置期间服务暖人心、生活有保障。

和达芯谷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22万
平方米，项目主体正在建设中，工地总人数
719人，目前均已撤离。刘忻来到施工现
场，认真检查各项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
叮嘱项目负责人要对基坑、塔吊、脚手架、
临时工棚等重点部位隐患进行细致摸排、
闭环整治，绝不在台风警报解除前进场施
工，避免小隐患酿成大祸患。

刘忻还来到鼎龙集团、百合花集团两
家化工企业，通过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察看
企业安全生产、防台准备工作进展情况。
他要求切实加强对危化品生产、高温熔融、
矿山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进一步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生产车间、物料仓
库、排水设施等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风险隐
患，及早进行预警防范。

刘忻在检查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全面进入实战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
险、救大灾，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
情绪，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要不断健全综合指挥体系，严密监
视台风路径走向，完善协同研判会商和市
区镇村四级联动机制，做好水利工程运行
调度，确保信息畅通、指令清晰、响应快速、
执行有力。要着力强化应急抢险准备，保
障乡镇（街道）“七个有”、村（社区）“八个
一”、村级“四小件”配备到位，各级抢险救
援队伍严阵以待、闻令而动，全力守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基层动员，及
时滚动发布水雨情、防灾避险等信息，针对
偏远农村山区通过“敲锣打鼓”方式把信息
传递到户到人，凝聚群防群治合力，打好防
汛防台人民战争。

胥伟华、胡伟、丁狄刚、罗杰、刘嫔珺、
孙旭东等市政府领导也带队分赴各地检查
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区领导金承涛、沈燕俊、孙刚锋陪同参
加区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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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吴宇翔 赵一霖

本报讯 14日晚，全区防汛防
台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金
承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一个目标、三个
不怕、四个宁可”要求，坚决按照省、
市委部署要求，克服麻痹思想、侥幸
心理，全面进入战斗状态，严防死守
最后关口，坚决打赢打好台风“梅
花”防御攻坚战。区委副书记、区长
沈燕俊主持，区领导陈炯林、刘少
平、胡国伟参加。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街道
设分会场。会上，金承涛听取区防
指关于台风动态、对我区影响预测
以及我区防御工作落实情况、下一
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听取各街道属

地有关情况的汇报，并深入研判防
汛防台形势，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
署。

金承涛指出，当前我区已进入
防御台风“梅花”的紧要关头。全区
上下要全面进入战斗状态，坚持不
松懈、不麻痹、不心存侥幸，按照既
定预案方针，严防死守最后关口，切
实做到紧盯风险、快速响应，尽最大
努力实现“一不两少”目标。

金承涛强调，要做好查漏补缺，
各街道、部门严格对照“八张风险清
单”，重点围绕“转移有没有到位”

“安全生产有没有做到位”“江堤上
还有没有人”“渔船有没有管住”等
问题进行查漏补缺，做好动态管
理。要做好抢险准备，建立健全统
一高效的指挥系统，加强统筹协调
和指挥调度，一有险情马上组织有

生力量快速抵达，第一时间处置城
区内涝、树木倒伏、道路交通等问
题。同时，确保应急抢险救援所需
人员、物资和设施配备到位，切实提
升抢险能力。要加强管理服务，尤
其要加强安置点的管理服务，强化
人员生活保障，严格落实佩戴口罩、
核酸检测等防疫举措，确保转移安
置人员平稳舒心。要加快环境秩序
恢复，交通、城管等有关部门要全力
加快城市面貌恢复，为市民出行、生
产生活做好保障。同时，迅速制定
完善台风过后安置点撤离方案，强
化有关化工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检
查，做好环境消杀，坚决排除潜在风
险。要加强督查检查，各级各部门
要以涉及人员生命安全的点位为重
点，进一步加强对各风险点位的巡
查检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

争。
14日，沈燕俊先后赴义蓬街道

避灾安置点、外八工段和区应急指
挥中心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陈
金泉参加。沈燕俊强调，要高度关
注重点地段、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
查管控，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对
建筑工地、户外广告牌、重点企业及
危化品等，严格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安全到
位。要对转移安置工作形成闭环管
理，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对已
转移群众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在警
报解除前坚决防止群众回流。要层
层压紧压实责任，认真做好应急值
守和信息上报，强化应急响应和救
援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
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
一时间处置。

金承涛在全区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进入战斗状态 守牢最后关口
坚决打赢打好台风“梅花”防御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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