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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昨天，区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市“两会”精神，
省委书记车俊在参加省“两会”杭州代表团
审议时及在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省、市纪委全会精神。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毛溪浩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市“两会”
精神与学习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市委

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一起融入到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全会的整
体部署当中去，更好地全面系统理解中央和
省、市委的决策部署，更好地看齐省、市委抓
中央精神落实落地的举措办法，在讲政治上
真正做到具体、严肃，努力为杭州成为代表
浙江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窗口”，展现余杭担当、提供余杭素材、作出
余杭贡献。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和省、
市“两会”精神，关键是要把区委全会和区

“两会”明确的重点工作任务尽快落实下去、
开展起来。特别是按照“一三五”总体部署，
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制定完善“三年活动”

“五场硬仗”的实施方案，春节上班后将召开
系列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建立相应工
作推进机制，全面启动实施。

会议指出，要迅速组织传达学习省、市

纪委全会精神，第一时间将会议精神传达到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各
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委
和省、市纪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努力开创余杭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新局面。要全面把握纪检监察工作总体要
求，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
紧围绕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
的核心地位，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
优化政治生态，加强纪律建设，全面改进作
风，持续惩治腐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进

“勤廉余杭”建设。要精心做好区纪委全会
准备工作，科学部署 2018年我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
向深入，为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提供坚强
纪律保障。

区委常委会传达学习省市“两会”精神

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
创建名单今起公示

今年基本实现
美丽乡村精品村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周铭 通讯员 郑浩）记
者从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余杭区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名单
今起公示。此次入选的 22个精品村分布在
6个镇街，公示结束后，全区入选美丽乡村精
品村创建村将达到115个。

通过开展资格审查、现场核查和组织评
审答辩等程序，综合评估各申报村前期工
作、群众发动、创建方案及现状基础条件等，
经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
确定全区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名
单。此次入选的公示名单共有22个，它们是
运河街道的螺蛳桥村；塘栖镇的三星村、莫家
桥村、柴家坞村；崇贤街道的崇贤村、大安村、
北庄村、沾桥村；仁和街道的东风村、新桥村、
永泰村、葛墩村、东塘村、云会村、双陈村、洛
阳村；余杭街道的竹园村、义桥村、溪塔村、下
陡门村；闲林街道的云栖村、桦树村。

本次公示从今日开始，到15日结束。如
对这22村在存量违建消除、安全生产、消防、
低小散差行业整治等方面有异议的，公示期
间请向区农办（农业局）城乡统筹科反映。

此外，本次公示还列举了第三批美丽乡
村精品村申报创建未入围村名单，并指出了
各未入围的村存在的问题。从公告中指出
的问题看，未入围的村，基本上都存在不雅
观搭建、围栏，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
区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村经整治后，
通过核查的可补充列入第三批创建名单。

自从余杭区开展“美丽乡村”精品村创
建以来，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17-2019）等一系列政策举措。通过“美
丽乡村”建设，全面提升美丽城乡建设水平,
实现村容美、环境美、产业美、人文美、生活
美，为“美丽余杭”添色增彩。截至目前，全
区 41个第一批村 520个工程类项目已全面
开工，累计完成拆除违章建筑 12.7 万平方
米、不雅观建筑 5万平方米、围墙 4.1万米，
完成通透式围墙改造 3.9万米，清理堆积物
43976吨；52个第二批村14个村建设计划已
下达；第三批村正组织创建申报工作，42个
村申报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农村社
区 11个），其中 31个村已完成区级评审；大
径山、中泰、良渚、塘栖、运河、瓶窑等6个精
品区块、精品线路已启动建设。

2017年，我区荣获“中国美丽乡村示范
县（区）”称号，径山镇、黄湖镇、鸬鸟镇、百丈
镇4个镇荣获全省美丽乡村示范乡镇称号，
径山镇径山村、鸬鸟镇山沟沟村、瓶窑镇奇
鹤村等 9个村荣获全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
村称号，20 个村成功创建全省 A 级景区村
庄，其中径山镇小古城村、鸬鸟镇山沟沟村
成功创建全省AAA级景区村庄。

2018年，我区将争创全省美丽乡村示范
区，基本实现美丽乡村精品村全覆盖，创建
A级景区村庄 45个，其中AAA级景区村庄
10个。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胜 记者 俞
杰）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2017年，我
区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产业实现增加值
929.5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0.6%，
于全市增幅8.8个百分点，也于同期全区
GDP增速 18.6个百分点，增加值总量占
全区GDP比重为 54.8%，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

去年以来，我区加快以信息经济“一
号工程”为“牛鼻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中国制造 2025 浙江行动”试
点示范区及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两
化”深度融合示范区等试点工作，加快推
进“两化”深度融合，鼓励企业深入开展
智能制造示范建设，塑造产业发展新优
势，以城西科创大走廊和城东智造大走
廊建设为契机，加快重大项目引进和落
地，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产业继续保持
较快发展态势，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
稳步提升。

增加值总量居全市首位

2017年，我区信息经济（智慧经济）
产业增加值总量居全市第一位，增速列
全市第二；另一方面，我区信息经济（智
慧经济）产业增加值占全区GDP比重达
到54.8%。

统计分析人员告诉记者，全区 284
家规模以上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单位共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剔除重复）3174.68
亿元，增长46.7%。

信息软件、数字内容、电子商务、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等五大主导

产业引领我区信息经济产业快速增长，
分别实现限上主营业务收入 2856.78亿
元、2838.08 亿元、1496.42 亿元、1493.95
亿元、606.54 亿元，同比增长 50.4%、
51.4%、46.8%、46.9%、39.6%。

同时，我区规模工业信息经济发展
势头较好。电子信息制造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219.86亿元，增长 22.9%。2017年，
全区规模工业企业中共有信息经济企业
150家，实现增加值54.91亿元，同比增长
11.6%，较上年同期提升3.6个百分点，占
规模工业比重为14.3%。

信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2017年，我区坚持高标准招商，加快
信息经济产业投资，突出先进装备及创
新产业，对接中高端制造业企业，瞄准行
业冠军，坚持产业链招商，成功招引菜鸟
网络智能骨干网等一批规模较大的信息
经济产业项目。2017年我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额达 90.85
亿元，同比增长 68.5%，增幅快于全区投
资额60.5个百分点。

骨干企业发展势头强劲

从企业发展看，以阿里妈妈软件、天
猫技术、淘宝(中国）软件、菜鸟供应链、
天猫供应链、去啊网络等为代表的信息
软件业企业对全区信息经济（智慧经济）
产业带动作用十分明显。2017年，在全
区 284家规（限）上信息经济（智慧经济）
单位中，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以上企业
88家，其中超 100亿元以上企业有 4家，
88家亿元以上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区
信息经济产业总量的97.0%。

综合数据分析，统计分析人员建议，
下一步，我区应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实体
经济为着力点，统筹实施质量提升大行
动，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抢占发展
制高点，进一步深化两化融合，围绕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等四大产业领域，积极推进智能
制造项目建设，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其他重点领域的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产业体系，深入推
进“中国制造 2025 浙江行动”试点示范
区建设。

同时，规划建设一批智能制造、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以“互联网+”“标准化+”“品牌+”

“机器人+”为主要抓手，提升改造传统产
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智慧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对接阿里创新服务
支撑平台，推进“千家企业上云”工程，全
面深化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持续增加上
云试点企业数据库入库企业数量，打造

“互联网+制造”生产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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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区信息经济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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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嘉诚 通讯员 俞
烨）在家电制造领域，中国也有领先全球
的民族品牌。近日，据世界权威市场调查
机构欧睿国际最新发布的消息，杭州老板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 3年稳居吸油烟
机全球销量第1名。据了解，老板电器已连
续8年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超30%、净利润
增长率超 40%，是中国厨房电器行业发展
历史最长、市场份额最高、生产规模最大的
高端厨电企业。

老板电器之所以可以连续多年稳居泰

山，其核心竞争力无外乎强大的研发创新
能力。解决整栋住宅油烟抽排问题的中央
吸油烟机、让新手也能游刃有余乐享烹饪
的ROKI智能烹饪系统、再次定义行业内大
吸力的四代大吸力油烟机……过去几年
中，一系列惊艳的全新厨电产品在老板电
器的研发部门诞生，不断颠覆着人们对于
厨具的概念，引领厨电业技术变革。2017
年，老板电器更是诞生了多达 30多项的重
大技术创新，是老板电器专利增长和增长
比提升最多的一年。

据悉，从上世纪90年代起，老板电器在
吸油烟机品类一直保持着全国销量的第一
名。从全国冠军走向世界第一，全球化布
局自然必不可少。2015年，在产品品质领
先世界的基础上，老板电器以意大利米兰
世博会为起点，开启“世界厨源之旅”，把璀
璨的中国烹饪文化和先进的厨电产品带到
了阿联酋、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向海
外传播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促进中国文
化和当地文化融合，构成一种文化认同，进
而打开市场。目前，老板电器在东南亚、南

亚、澳新等地的市场拓展已经取得扎实进
展，在部分地区，老板电器的口碑已经超过
了欧美的一些品牌。

老板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创造人类
对厨房生活的美好向往，才能成为引领烹
饪生活变革的世界级百年企业。在饮食文
化融合的背景下，全球化布局的不仅仅是
产品，更重要的是国际市场对民族品牌、对
中国文化的认可，老板电器将在“一带一
路”上更进一步拓展市场，全面覆盖销售和
服务网络，并在将来适时开拓欧美市场。

老板电器连续3年稳居吸油烟机全球销量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