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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溪浩在调研家纺服装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时指出

综合施策 加快家纺服装产业改造提升步伐
■记者 胡彦斐
本报讯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毛溪
浩专题调研家纺服装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有
关工作。毛溪浩指出，要以时尚产业为定位，
综合施策，优化家纺服装产业发展大格局，培
育现代家纺服装产业体系，切实加快余杭家
纺服装产业改造提升步伐。区领导沈昱、李
敏华、曾宏等参加调研。
余杭家纺服装产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发
展以来，经过国际国内广泛参展、大量引进世
界先进设备、改造传统工艺，形成了产业优
势，成为国际国内沙发布、窗帘布的重要产
区，也是“杭派女装”的重要产地，装饰布占全
国销售 35%以上，享有“好布出余杭”的美誉。
目前，全区家纺服装规模以上企业近 300 家，
占规上企业总量的四分之一，产值超亿元企
业近 60 家，行业解决就业人数超过 25 万。然
而，近年来受外需萎缩、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
资上涨、环保门槛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余杭家
纺服装产业产销及投资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日渐凸显。综合
考虑产业发展现状、工作基础和资源禀赋，我

区提出推进家纺服装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加快余杭时尚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时尚产业基地，努力成为名副其
实的时尚产业发展全省榜样的目标。
毛溪浩一行实地调研乔司街道三鑫工业
园“时尚服饰一条街”、葳芸文化创意发展有
限公司、伊芙丽、永西村五组“时尚云村”、中
国家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随后举行座谈
会 ，与 相 关 企 业 、平 台 、镇 街 及 部 门 进 行 交
流。乔司街道三鑫工业园入驻企业 200 多家，
2015 年开始通过对沿街厂房进行改造，将一
层厂房打造成为展示厅，实现了从单一的服
装加工制造园区向“时尚服饰一条街”的转
型。毛溪浩指出，在园区接下来的规划和建
设中，要注重商贸特色的打造，对标牌、标识
进行统一设计，同时充分考虑道路等配套功
能，形成特色风貌。在宣传营销上与工业旅
游相结合，提升园区的知名度，在现有基础
上，优化整个街区的规划，围绕消费者的需
求，打造好公共空间，做好服务配套，打造工
业旅游升级版。
“时尚云村”要先试先行、积极
探索，坚持时间服从效果，高标准打造创意之
村、品质之村、文化之村，推动产业再提升、环

境 再 提 升 、人 口 结 构 再 提 升 ，实 现“ 华 丽 蝶
变”。中国家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以品牌
布艺城为产业集聚发展平台，打造集众创孵
化、研发设计、数据发布、检测检验、展览展
示、商务服务、会务接待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
创新综合体。毛溪浩表示，要结合新形势，顺
应新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功能，打造创新服务
综合体，
有力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毛溪浩指出，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余杭
家纺服装产业改造提升的重要意义。家纺服
装产业一直以来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金字招
牌”，是余杭传统产业中的支柱产业。新常
态、新形势对家纺服装产业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随着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支撑不断强化，产业融
合不断深化，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家纺服装产
业改造提升潜力巨大。
毛溪浩强调，要综合施策，加快余杭家纺
服装产业改造提升步伐。要优化家纺服装产
业发展大格局。村、镇、区多元联动，加强资
源互通共享，打通产业链条。着力打造产业
大生态，找短板、强弱项，主动与高端设计、智
能制造、电商平台进行对接，优化时尚元素配

寓教于乐凝心聚力 共建共享美丽新东湖

■记者 周铭 通讯员 戚艳梅

径山镇人大代表：
助推美丽乡村升级版 带动美丽经济新发展
辅房 1500 多平方米。”径山镇人大代表、四岭
村村委会主任王正林告诉记者。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他口中的这条千岱坑溪是贯穿千岱坑村
革，建设美丽中国。当前，余杭正深入实施大 的一条小溪，但是多年不见天日。
“ 沿溪一侧
花园战略，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提升美 住着 30 多户农家，受山地地形限制，这些农
丽城乡建设水平。在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 户家没有晒谷场，停车不方便。多年来，农户
建设中，径山镇各级人大代表除了当好“宣传 一家接着一家在溪坑上浇筑晒谷场，有些几
员”
“参谋员”与“监督员”外，更是积极发挥作 乎连在一起，800 多米长的千岱溪坑也因此
用，勤勤恳恳地争当实践者与维护者。
成了‘地下河’
。”
借助今年“美丽余杭”建设全面铺开的
契机，四岭村下定决心将千岱坑的不雅观建
热火朝天打造
“小桥流水人家”
筑整治到底。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村长的王
砌石坎、建小桥、打围墙，近日，记者走进 正林自然挑起了大梁。几个月前，他就开始
径山镇四岭村千岱坑自然村，看到这里“美丽 组织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听取
乡村”建设河道治理、庭院改造正在热火朝天 村民的建议和意见；跟党员干部、村民代表
一起，多次主动上门走访，挨家挨户劝说动
地施工中。
“我们从 9 月 12 日开始拆，到 9 月 18 日拆 员。“去年 8 月我们这里暴发了一次山洪，
除沿千岱坑溪 31 户农户的不雅观建筑，道地 道路积水严重，几十户村民家中进水，有一
退面积近 900 平方米，围墙退拆 1800 米，拆除 户村民家中积水达 80 厘米。”王正林一家一

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工作会议要求

准确落实新政 确保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目标全面完成

日前，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品
质开发区、美丽新东湖”为主题的现场文
艺互动宣传活动在东湖街道胡桥文化礼
堂举行。整场演出涵盖了舞蹈、快板、朗
诵等各种文艺形式，结合访谈、短片和知
识问答互动，寓教于乐，普及和展示五水
共治、环境整治和平安建设等方面的知识
与成果，凝心聚力，共建共享“美丽新东
湖”
。
活动中，东湖街道还对已经评出的 10
个“最美家庭”和 10 位“最美女性”进行了
表彰，树典型，扬先进，传递正能量。知名
主持人刘忠虎深情讲述了最美家庭之一
的泉漳村高建芬家庭，从艰难走向幸福的
生活故事，感动了现场观众，成为弘扬家
庭美德的最美榜样。
记者 唐永春 通讯员 沈黎燕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许莉敏 刘焕根

置，不断丰富综合功能。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提升、整合、入园、关停等工作。打好转型升
级组合拳，与智能化、互联网、国际化、补链
条、品牌培育、人才引培、上市培育工作等相
结合。要培育现代家纺服装产业体系。以时
尚产业为定位，做好“加、减、乘、除”的文章，
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放大
资本人才效应，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毛溪浩指出，要加强领导，为家纺服装产
业改造提升凝聚强大合力。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实体化运作，协会要发挥更大作用，艺尚小
镇、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家纺产业创新服
务综合体、时尚街区等“一镇一校一体一街”
重点项目要有突破，并精心组织承办一批高
端时尚活动，积极争取时尚产业话语权。要
加强协调，优化服务，切实强化要素保障和政
策支持，不断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余杭
家纺服装产业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前景，
有信心，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政企联动、
上下齐心，余杭家纺服装产业必将迎来第二
个春天。

户地上门给村民们分析山洪暴发的原因——
长期的阻塞影响了千岱坑溪的行洪能力。村
民们听后，有的开始主动自拆围墙和晒谷场
为河道过流腾出更多空间；有的主动腾空辅
房里的东西；有的自觉帮忙清理拆出来的建
筑垃圾。
而在拆除建筑的这 7 天中，王正林顶着
将近 40 度的高温，连续在现场督工。王正林
说，
“ 我们将对溪坑两侧围栏，包括村民家中
原有的围墙，溪坑上必要的通行小桥以及溪
坑自身景观进行设计。今年年底，一个‘小桥
流水人家’的千岱坑就会出现了。”

美丽乡村建设带动美丽经济
记者采访区人大代表、径山村村委会主
任俞荣华时，他正风尘仆仆地从彭工竹制品
市场采购建围墙的材料回来。从径山村其他
工作人员口中，
记者了解到，（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2018 年，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与经办将做重大调整（详见本
报 11 月 13 日 6-11 版）。记者了解到，昨日
召开的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重要性的认识，准确落实新政，确
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目标
全面完成。副区长黄宏瞻参加会议。
2018 年我区就业社保将与主城区全
面并轨，届时，就业社保管理体制、经办职
责、信息系统、经办标准将实现“四统一”，
社会保险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为此，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进一步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重要性的认
识，不折不扣推动执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工作。要把做好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工作摆在“美丽余杭”
“ 健康余
杭”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与其他工作同推
进、共建设。要充分认识到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项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基础“民生
工程”，是一件惠及余杭群众的大实事、大
好事。
会议要求，要准确落实新政，进一步
熟悉掌握业务经办环节的重大变化。政
策差异要掌握，时间节点要把握，资金收
缴要及时。与此同时，要强化组织领导，
进一步凝聚打赢参保攻坚战的强大力量；
要严肃督查考核，进一步激发推动参保工
作进程的新动能。
会议强调，各镇街、部门要把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依照方案确定的线路图、时间表，落
实责任，上下联动，统筹安排，以全面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责任感，确保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目标全
面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