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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人工厂”向“黑灯车间”转变

南方泵业：
打造全国泵行业
首个数字化工厂样板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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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践初心 真抓实干谱新篇
钱江经济开发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1921

2021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徐璐
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
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百
年党史学习中汲取继续奋进的智慧和力
量，近日，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结合固定
主题党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会，机关、国企、部分两新党员参会，辖内
其他党员通过钉钉直播观看。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余杭区党史办

的翁英萍老师授课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余
杭》。翁英萍以时间为脉络，通过“前仆后
继——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砥
砺奋进——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
“ 扬帆逐梦——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等内
容，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余杭跌宕曲折的
战斗岁月，以及余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
断前行的光辉历程。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杨峰表示：
“ 全体党员要充分
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不忘
初心、勇担使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钱
开区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以新的奋斗姿态
书写时代新篇章。”

谈心得 话感悟 讲担当

“周三夜学”
课堂促学习走深走实

中央控制室

自动化设备

未来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叶晖
徐璐晨） 随着“新制造业计划”深入推进，
“无人工厂”
“ 黑灯车间”等成为工业制造智
能化、高端化的一个缩影。在杭州钱江经济
开发区，有一家企业正以稳扎稳打的姿态打
造全国泵行业第一家“黑灯车间”
，它就是南
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昨日，记者走进“南方泵业”二号车间，
一种“冷清”感扑面而来：中央控制室、发货
平台、自动货柜、一体化生产流水线、AGV
运输区、地面线区域等有序布局，整个车间
采用全新的生产模式，能实现全自动生产制
造。
“在中央控制室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外
各地办事处实时接单的情况，以及日、月、年

销售总量等数据，搭载 5G 互联网技术还可
以实时计算生产周期。在一体化生产流水
线上，包装使用的智能机械手臂由“南方泵
业”自主设计研发，整个生产线比原先减少
了 30%的人员配备，车间生产周期缩减了
50%（从派工到入库），场地减少 40%，生产
效率提高 30%，产品出厂一次合格率达到
100%。”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杨
建军介绍道。而这“冷清”
的背后，是生产车
间对人员、流程做了“减法”，预计到 2022
年，二号车间能完成生产线自动化生产装
配，实现物料进、成品出。
“黑灯车间”不仅能优化生产的各个环
节，还能激活企业的发展“引擎”
。记者了解
到，
“南方泵业”
是国内较早从事生产销售不
锈钢多级离心泵的企业，拥有员工近 2000
人，冲压泵销售数为国内总量第一。该企业
曾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杭州市高新技
术企业”
“ 杭州市专利试点企业”
“ 余杭区政

二号车间
府质量奖”等称号，其轻型多级离心泵制造
数字化车间被认定为 2020 年浙江省数字化
车间。2013 年，考虑到制造行业人工成本
及生产效率等问题，
“南方泵业”
率先开启了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从最基础的冲
压端开始，该企业将一个个车间进行改造，
不断提升冲压、焊接、组装、仓库等环节的生
产效率，使车间更加智能化。2017 年，
“南
方泵业”全面启动智能制造项目，对全厂车
间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转型升级的过程很漫长，需要花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杨建军告诉记者：
“截
至目前，自动化装备部、信息化部已经从两
三人扩展至二三十人，改造资金累计投入近
3 亿元。正是因为有了近几年来的技术经
验积累，公司对二号车间的打造才能稳步推
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智能仓储、物
流体系的打造，争取在客户下单后能以最快
速度发货。
”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徐璐
要有想法、有办法、有做法。”分享人朱敏
晨） 近 日 ， 杭 州 钱 江 经 济 开 发 区 开 展
炜表示，创新首先意味着打破旧观念、惯
“周三夜学”活动，解读 2021 年全国两会
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充分激发创造思维、
政府工作报告，全体干部职工集中观看
大胆接受新兴事物、勇于冲破传统束缚。
了 《榜样 5》 专题节目，三名青年党员干
不仅要吃透政策规定，还要熟知自己的工
部结合各自的学习工作实际分享心得体
作实际，知晓别人的经验做法。作为党员
会。
干部，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面对新变化、
“《榜样 5》专题节目让我感触颇深。” 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
分享人张晓霞以“榜样之光照亮初心之
“面临着巨大的竞争与挑战，钱开区
路”为主题，从“三句话”出发谈了自己的
要时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拥有
感受。第一句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是关键。”庄海分
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面对疫情选
享的主题是“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他
择逆行的白衣战士，守卫边疆牺牲的戍边
说：
“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与时俱进，树
战士，为扶贫事业倾尽一生的扶贫战士，
立竞争和忧患意识，提升团队意识，提供
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更贴心的服务，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满
甚至生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二句是
意度和获得感，为钱开区的高质量发展贡
“党员应该先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作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一名党员，在危难时刻，只要国家和人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每
民有需要，作为一名党员就该挺身而出，
一位党员干部都有所思、有所悟、有所获，
冲锋在前；第三句是“不负青春，不负自
不断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责任意
己”，去年疫情期间，不少“90 后”
“00 后”主
识和宗旨意识。下一步，钱江经济开发区
动请缨参与防疫工作。青春是用来奋斗
将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开展好
的，希望我们都成为那个在关键时刻挺身 “周三夜学”
“ 钱江学堂”
“ 钱江讲堂”等课
而出的人，在最美的青春绽放最美的光
堂，推动学习走深走实，不断擦亮“潮起钱
彩。
江”
党建品牌。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

■ 记者走基层

正是春耕好时节
村民田间地头播种忙

守护安全 力保畅通 风雨无阻

“马路天使”
曹海华护航孩子上学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孝）“稍微
快一点”
“ 后面的跟上”……每天早晨，在东
塘小学校门口，仁和交通工作站工作人员曹
海华一边指挥来往车辆，一边帮家长打开车
门，护送孩子过斑马线到校门口。这样一个
简单的动作，曹海华在每天的上下学高峰期
要重复无数次，也正因为这个暖心的动作，
他获得了许多人的点赞。
近日，天下着蒙蒙细雨，记者来到东塘
小学时，远远便看到了穿着执勤服的曹海
华，他站在川流不息的道路上指挥着过往车
辆，每当看到有车辆打出转向灯，他就会快
步上前打开车门，把孩子接出来，并护送着
过马路。家长冯秀华告诉记者：
“ 他真的很
负责任，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把孩子安全
地送到校门口。”
据了解，东塘小学位于良塘线上，紧邻
东塘老集镇，校门口的道路是周边居民早晨
买菜、上班族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每逢学生
上下学时段就极易堵车。去年 9 月，曹海华
被调至东塘小学区块负责道路交通协调工
作，在观察了一天的路况后，他萌生了一个
想法：通过护送学生上下学的方式，改善校
门口的道路交通情况；每天提早 20 分钟到
学校门口观察路面情况，看看哪些地方有可
能造成拥堵，并事先想好疏通方案，以便更
好地维护道路交通。
“良塘线道路不宽，家长自己下车送孩
子到校门口，不仅浪费时间也容易造成堵
车。如果我来做这件事，送一个学生通过一
辆车，那既能省去家长上下车的时间，还能
减少道路堵塞情况的发生，可谓一举两得。”
曹海华说，
“ 护送孩子上下学虽增加了工作

商贩叫卖各种果蔬苗种，吸引菜农选购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
孝） 清明期间，气温升高，雨量增多，又到
了春耕春种的好时节。这两天，仁和街道
不少村民忙着购买、播种果蔬苗种。
一大早，在东塘集镇上，商贩们摆出
番茄、茄子、辣椒、南瓜等不同品种的苗
种，不断叫卖着。商贩沈湘琴告诉记者：
“清明节前一周到清明后的 20 多天是卖果
蔬苗最旺的时候，也是农户种秧苗的最佳

村民忙着种下秧苗
时机。”
在买好心仪的苗种后，新桥村村民倪
香松紧接着来到田畈里，松土、施底肥、种
苗、浇水、铺薄膜，
“ 四分地上已经种了许
多蔬菜，这次种下的冬瓜、南瓜、茄子等再
过段时间就可以成熟食用了。我所有蔬
菜都是自己种的，绿色又健康，家里人吃
得也放心。
”
他对记者说。

促进垃圾分类实现质的提升
仁和工业区企业生活垃圾分类现场会召开

量，但这样做既能保障孩子安全，又能确保
道路畅通，
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东塘小学对面是一家文具店，老板徐慧
珍每天都能看到曹海华忙碌的身影。
“ 他这
样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直在坚持
做，真的很负责任。为他点赞！”
徐慧珍竖起

了大拇指。
东塘小学家委会和老师们为曹海华送
去了锦旗，东塘小学校长田建立说：
“给停车
的家长开车门，护送孩子过斑马线，风雨无
阻。正是他每天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给学校
护校安园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徐璐
晨） 近日，杭州钱江开发区召开仁和工业
区企业生活垃圾分类现场会，传达将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浙江省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通报各企业存在的问题及下一
步整改措施。仁和城管中队就企业生活
垃圾分类标准进行现场解读。
会议强调，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做好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成为共识。为此，企
业必须高度重视，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
工作。一方面要做到加强宣传。利用晨
会、工作会等向企业员工宣传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及分类标准，鼓励员工养成良好的
垃圾分类习惯；另一方面要做到管理规
范。新的管理条例实施后，企业更要注重
分类、收集、运输等方面的要求，要聘请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垃圾分类运输，同时签订
严谨的运输协议，确保不出现偷倒、去向
不明等情况。
此外，企业要落实考核机制，通过车
间、部门竞赛得分排行、垃圾分类通报，垃
圾分类积极分子评选等形式，奖罚结合，
形成你争我赶的良好氛围，促进垃圾分类
实现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