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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一季度余杭经济开局良好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6% 增速居全市首位

国务院“互联网+
督查”平台日前开通
线上了解情况听取建议
线下督查整改推动落实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为推动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便捷高
效回应群众关切，减轻基层负担，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开通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面向社会征集四个方面问题线索或意见建
议：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
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
索；二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政策措施
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市场主体和人民群
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改进政府工
作的意见建议。

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
（www.gov.cn）或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入国
务院“互联网+督查”专栏，也可以关注中国
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进入国务院“互联网+
督查”小程序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提出建
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收到的问题线索和
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整理，督促有关地方、部
门处理。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带有普
遍性的重要问题线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
室将直接派员督查。经查证属实、较为典
型的问题，将予以公开曝光、严肃处理。

据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部署实施“互联网+
督查”，既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改进优
化督查方式、减轻基层负担的积极探索，也
是深化“开门搞督查”理念、主动接受人民
监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依托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将有效整合督
查力量和信息资源，逐步实现督查线索网
上实时收集、云端智能分析、线上分类处
理、线下督查整改，形成统筹、规范、便捷、
高效的常态化督查新格局。这既有利于更
加全面精准地解决企业和群众关心的难点
堵点问题，促进党和政府的利企惠民政策
落地见效，又有助于压减集中督查次数，提
高督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督查增效
和基层减负并举。

主动服务 真抓落实
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陈铁雄
来我区调研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沈黎勇）昨日，省政协
副主席陈铁雄带队到我区调研“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支持民
营企业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区政协主席沈
昱及临平新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
负责人参加。

陈铁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临平新城
的宜清环境、晟视科技、大境筑科技和开发
区的中翰盛泰、医智汇等企业，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与企业家座谈，广泛收集
民营企业的诉求，探讨如何更好地使支持
民营企业各项政策真正落实到位，共谋高
质量发展蓝图。

在宜清环境，公司负责人向调研组一
行介绍了公司在燃料清洁高效燃烧、工业
智慧方案解决方面的工作，陈铁雄戴上AR
增强现实智能终端，体验远在北方的产品
运营场景，对企业注重科技创新、打造核心
产品、拓宽市场销路予以高度赞扬。在随
后的座谈中，企业负责人希望政府在企业
专利申请、科技项目实施中给予更多支持，
陈铁雄认真地记录下来，临平新城有关工
作人员当场为企业讲解了我区鼓励企业在
专利申请、项目申报方面的政策支持和流
程。陈铁雄表示，优化营商环境，要着眼于
务实有效，政协要主动靠前积极履职，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

在中翰盛泰，调研组分成二组进行企
业走访，了解企业遇到的难题，认真听取企
业的意见建议。中翰盛泰是一家聚焦医疗
体外诊断产品的全产业链生物医药科技企
业，是我省隐形冠军、准独角兽企业，企业
以中翰盛泰为龙头，通过医智汇创新工场，
形成了“一张网、二平台、三中心”的产业生
态圈创新创业示范园区。在座谈会上，企
业根据行业特点，提出希望政府在鼓励本
土企业创新型医疗检验项目进入医保，医
疗机械科研成果转化中提升服务效率、推
进政策落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陈铁雄
表示，要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行为，积极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作用，多为企业排忧解难。

走亲连心“三服务”

本报讯（记者 俞杰）在国务院第二次
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及全省廉政工作会
议后，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如根在余杭分会
场主持召开会议，贯彻部署国务院和全省廉
政工作会议精神。区领导李新芳、王志强、
许玲娣、周建华、姜赛平等参加。

陈如根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坚持党
建引领，增强廉政意识。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做政治上的清醒人、明白人；要进一步

加强学习，各单位要及时组织开展学习《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
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文件，
特别要注重关于资金、土地、规划、招商、人
事等各项规定的学习，提高业务决策水平，
切实做到严格按原则办事、按制度办事、按
程序办事；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做到党
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各
单位要结合行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明确目标要求，提出具体措施，推
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陈如根要求，要加强制度建设，防范廉
政风险。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围绕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与竣工验收等领域，
研究制定深化改革、推动落地具体方案，争
取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完善重点领域体制
机制，健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制度，强化
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深入推进源头防治腐
败；要坚持依法行政，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
识，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切实做好政务信息
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坚决查处，坚决整改，重点做好“两
高一低”整治、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重大

行政决策目录化管理等方面工作。
陈如根强调，要强化作风建设，筑牢廉

政防线。要始终保持“利剑高悬”的高压态
势，驰而不息正风肃纪，不断把作风建设向
纵深推进，严防“四风”问题反弹；要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以“三服务”活动为抓手，用
好亲清直通车、民情直通车，广泛听取基层
意见，到一线办公，到现场解决问题；要坚
决查处各类作风问题，对各种“四风”方面
变异问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行为、侵害群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律从严
查处、通报曝光。

陈如根在贯彻国务院和全省廉政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

持之以恒抓好政府系统廉政建设

·余杭高质量发展纪实壮丽 年70

本报讯 （记者 俞杰 通讯员 陈超）
记者昨日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余杭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91.64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同比增长9.6%，增速位居全市首
位，主要指标增长好于预期。

从主要指标看，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
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
等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与上年同期比
较看，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
资等指标增速快于上年同期，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高于上年
同期。

工业经济转负为正
骨干企业支撑作用明显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区完成规模工业

增加值 96.75亿元，增长 4.9%，增速较 1-2
月回升8.5个百分点，实现转负为正。我区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已经形成双向发
力、双向促进的良好互动，持续推动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在信息技术等创新驱动下，
新业态不断催生，新产业较快增长。

一方面，创新驱动成效明显，代表技术
进步、转型升级成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产
品产值呈现较快增长。其中，规模工业新
产品产值率达到 44.9%，较上年同期提升
4.5个百分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59.96 亿元，增长 4.4%，占规模工业比重
62.0%，较上年同期提高 4.0个百分点。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46.10亿元，增长2.2%。

另一方面，百强企业发挥了强劲的拉
动作用。一季度，较之于规模工业总体，全

区产值排名百强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2.3%，高于规模工业平均水平 7.4个百分
点，实现增加值 52.91亿元，占规模工业比
重达54.7%。

消费经济稳步增长
市场价格温和上涨

一季度，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29.35亿元，同比增长10.3%。

其中，网上零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
季度限上贸易单位实现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37.40亿元，同比增长 125.2%，占全区社
零的28.9%。消费升级产品增长较快，服装
类增长12.7%，化妆品类增长203.3%，其他
生活用品类中日用品类增长 463.9%，粮油
食品类增长157.7%。

与此同时，一季度全区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1.6%。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社会保障基本稳定

一季度，全区完成财政总收入 265.54
亿元，同比增长 31.5%；地方财政收入
141.09亿元，同比增长41.0%。所得税引领
增长。企业所得税89.51亿元，增长29.7%；
个人所得税70.14亿元，增长62.7%；国内增
值税 21.63 亿元，增长 1.1%；改征增值税
35.14亿元，下降25.5%。

同时，全区一般预算支出 97.13亿元，
同比增长 23.9%，其中民生类支出 57.99亿
元，增长29.1%。 （下转第2版）

（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金鑫 陈连
孝）白鹭翻飞曼舞，千亩良田，游人在野
趣中徜徉；竹海泛起碧浪，郁郁茶园，时
光在禅意中流淌。余杭乡村，铺开富美
新画卷。

人勤春早，功到秋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余杭开启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的新征程。在一年年持之以恒的奋力
开拓之中，余杭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水平
不断提高，2018年余杭获评“浙江省美丽
乡村示范县”，那些关于美丽环境的畅想
逐步成为现实，那些关于美丽经济的规
划已步入正轨。

径山村：打造“禅茶第一村”
走出多元发展致富路

“双径萦回云雾深，五峰盘踞星辰
簇。”这是明代高僧紫柏大师笔下的径
山。五百年后，径山的悠悠古寺与一叶
香茗声名远扬，“五峰”“双径”都成了径
山茶的优质品牌，径山村也从古刹茶山
旁小村庄发展成为以“禅茶第一村”为发
展目标的特色旅游村庄。

在村委会主任俞荣华看来，径山村

的发展一直与径山寺、径山茶紧密关联，
寺庙兴，则茶名远扬；茶名扬，则村庄富
裕。

“径山万寿禅寺建于唐、兴于宋，在
南宋时被誉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所
以在当时径山茶也逐渐有了名气。”据史
料记载，唐代著名僧人法钦大师云游到
径山后，开山结庵建寺，种茶制茶研茶，
是为径山茶之始。此后，唐代茶圣陆羽
驻径山汲泉煮茶品茗著《茶经》，宋代日
本高僧南浦绍明来径山学佛习茶，并把
茶籽和宋代盛行的径山茶宴传至日本，
演变成现今的“日本茶道”。

之后，径山寺日渐没落，径山茶的种
植与制作技艺也逐渐式微。一时间，村
庄的发展陷入停摆。“1979年，径山茶在
农业专家的带领下重新研制成功，斩获
浙江省名茶评比第一名，径山寺也在上
世纪 90年代初全面重建，径山重新聚起
了人气，村里的发展道路又清晰起来。”
俞荣华说。

名山胜景，待人而兴。早在 2003
年，原里洪、径山两村合并成为如今的
径山村时，径山村就将依托环境优势及

禅茶文化、发展生态经济作为特色。
2005 年，《径山村 2005-2020 年建设规
划》出炉，厚达百页的规划明确了发展
目标与定位，指明了径山村未来15年的
发展之路。

“每年都会有许多游客来到径山寺，
但对于我们径山村而言，游客们只是‘走
马观花’。”俞荣华说，“我们一直在做的
就是让游客能‘下马看花’。并村以来，
我们坚持封山育林，做优村庄环境，村民
们也自发开办起农家乐。目前，全村已
经开办农家乐60多家、精品民宿5家、优
质茶庄 2家，茶叶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30
余亩扩展到现在的 3000余亩，80%的村
民都从事茶叶经营，村民人均收入逐年
增加。”

如今，走进径山村，千年古刹径山寺
景区香火繁盛，游人不绝。漫山种植茶
树，郁郁葱葱。同时，随着大径山乡村国
家公园、“美丽乡村”“禅茶新村”安置区
块的深入建设，发展前景出现了更多的
可能性。

“今后我们的目标不再是让游客’下
马看花’，而是主动地‘养马种花’。”俞荣

华说，径山村将以江南“禅茶第一村”为
发展定位，特色农产品种植、精品民食民
宿以及乡村旅游为主导，努力建设美丽
乡村省级样板。“我们要招引的是‘千里
马’，让更多农业技术人员、禅茶文化名
家、相关产业的创客走进径山村，让村民
们都走上乡村发展的致富路。”

普宁村：擦亮牡丹金名片
驶入乡村振兴“快车道”

4月，一年一度的普宁牡丹花会如期
而至。“普宁牡丹盛开时，比大碗还大，直
径足足有 20多公分！”说到普宁牡丹花，
年近90岁的马祖根提起了兴致，“普宁寺
至今还遗存着一株老牡丹，传说是明朝
民族英雄于谦亲手种植的。”

相传，当时于谦共在普宁寺大殿前
种下了18棵牡丹，历时近600年，饱经沧
桑，目前仅剩1株，它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至今依然花大如盘、生机勃勃，被当地人
称为“牡丹王”。在牡丹园内还种植有80
余株牡丹，每到花期，各色牡丹竞相开
放，印证了那句“四月牡丹国色香，壮观
人间春世界。” （下转第2版）

径山山门附近的茶馆 周铭 摄于径山村 国色天香牡丹园 陈连孝 摄于普宁村

立足特色 挖掘文化 联动产业

余杭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