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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视察】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仲灿来空港经济区调研

３月 １８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仲灿到空港经济区调

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何凌超出席调研。空港经济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姚进陪同调研并作工作汇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杨晓峰，空港经济区党政班子成员王斌、卢雪根、倪传贵参加调研。

张仲灿一行实地调研了圣山集团有限公司，并专门听取了姚进

关于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开发建设以及基层党建等工作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张仲灿充分肯定了空港经济区所作的工作。

他指出，空港经济区近年来发展迅速、亮点突出、成效明显，特别是

在基层党建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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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成绩。希望空港经济区下一步要抓住大江东体制调整的

有利契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推动产业

发展。

他同时指出，空港经济区要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新任

务要求，进一步创新抓基层党建的方法，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为群

团工作、企业发展搭建平台，提供积极的保障，创造良好的氛围。

企业要充分发挥“临空”、“沿江”的地理优势，加大新型技术的应

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要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积极发

挥党建的引领作用，转变服务理念，抓人促事，抓党建促发展，营造

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促进“党建带群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组织科　赵思莹）

【经济发展】

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召开２０１５年度经济工作

专　题　会　议

近日，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召开２０１５年度经济工作专题会

议。空港管委会副主任倪传贵出席会议并讲话。空港经济区·南

阳街道各村、社区书记，规上工业、服务业企业负责人，驻空港经济

区的国税、地税、工商、供电、萧山农商银行负责人，以及空港经发

局的全体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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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倪传贵全面总结并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他指出，

当前，宏观形势不容乐观，发展环境面临挑战。一是经济发展进入

了新常态。经济增长已由“高速”逐步转向“中高速”，并进入了

“速度换挡”和“动力换挡”时期。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用新兴产业、新兴商业等模式实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

二是转型升级仍是萧山今年发展的主线。今年，区委、区政府仍将

推进“转型升级、新型城市化、生态文明”三大主线作为我区加快

发展的重要工作。因此，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断提高企业整

体效益、亩均税收和增加值，持续降低企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这

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三是实施工业企业效益综合评价将

更加突出亩产效益。去年，我们空港·南阳尝试推出了“行业亩

均纳税先进企业”的评选，使一批行业优质企业脱颖而出。今年，

我们还将继续采取这项措施，从而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确保企

业能够实现财务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四是大

江东划归杭州使空港经济区的地位更加凸显。目前，在萧山的五

大发展平台中，只有空港新城具有机场的独特资源优势，特别是大

江东划归杭州，使我们在萧山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且我们还成功

创建了智慧物流园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并在积极筹划申

报国家级航的空港经济试验区，这就使我们在全省和全市的关注

度进一步提高。

对于２０１５年经济工作，倪传贵指出，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审

时度势、迎合潮流，要做强主业、延伸优势，要规避风险、力求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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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效益、多做贡献，从而确保在区委、区政府要求的加快转型升

级、加快平台开发的大背景、大环境下实现新作为。一是要抓指标

落实。要根据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抓好经济指标的分解

落实；二是抓项目投入。要确保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９５亿

元；三是抓转型升级。要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千企转型升级

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两化融合”、“淘汰整治”、“节能减排”

等工作；四是抓电商发展。加快形成新兴产业优势，打造“一园二

翼”和阿里巴巴空港产业带；五是抓税收增长。要对规上企业税

收完成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全面推行低效企业追查倒逼和行业亩

均纳税先进企业评定奖励等机制；六是抓风险防控。空港·南阳

经济发展总体平稳，但受戴德等部分企业的影响，不稳定的因素依

然存在。因此，要加强对接，加快处置速度。

（经发局　李　佳）

【智慧物流】

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

空港园区作为重要线下园区之一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３月１２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同意设立

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杭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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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明确了综合试验区的定位和作用，提出要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为动力，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各环节的技术标准、业

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破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层

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

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

则，为推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根

据杭州市的设想，综合试验区获批后，将通过 ３至 ５年的改革试

验，力争把综合试验区建成以“线上集成 ＋跨境贸易 ＋综合服务”

为主要特征，以“物流通关渠道 ＋单一窗口信息系统 ＋金融增值

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线上“单一窗口”平台和线下“综合园区”平

台相结合的全国电子商务创业创新中心、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和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中心。此次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的获批，将极大地推动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带动杭

州跨境电子商务逐步走向自由化、便利化和规范化。这是今年我

省改革发展的重大突破口，也是杭州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机

遇。

而萧山空港园区作为试验区的一部分和唯一一家既做进口、

又做出口，既做直邮模式、又做保税模式的园区，将进一步整合萧

山机场、保税物流中心、浙江电子口岸空港数据分中心、萧山陆路

口岸等独一无二的资源，以及一批物流、快递、报关、货代、金融企

业，为跨境电商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 ３至 ５年的努力，形成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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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输、口岸服务、分拨转运、保税仓储、线上交易、线下展示、支付

金融、快递派送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平台支撑、产业集

群、功能复合的跨境电商生态圈，成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主阵地。

（物流办　高　罛）

京东全球购杭州空港经济区招商大会成功举行

近日，杭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会同京东全球购，举行跨境电商

专场招商大会。市综试办、杭州海关驻萧山办事处、萧山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有关领导出席会议。来自美国、德国、荷兰、日本、加拿

大、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挪威、西班牙、泰国、

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商和贸易企业，以及富士康旗下准时

达、香港航空、澳门航空、华信航空、中国国际货运航空等物流及航

空公司代表参与会议。

会议向来自海内外的客商推介了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

·空港园区的基本情况、独特优势和广阔前景，并表示将和京东全

球购等大型战略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开拓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新蓝

海，成为杭州申报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重要力量。联

检单位负责人向客商介绍了有关监管服务政策，并表示将为企业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各参会企业还实地参观了空港跨境电商平台

操作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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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京东全球购招商团队向客商介绍了京东集团及京东全

球购的基本情况，并对如何入驻京东全球购作了详细解答。经过

多年的发展，京东已经成为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第二大

Ｂ２Ｃ企业和中国最大的在线直营企业，目前已占在线直营销售市

场份额的５４．３％，订单数达到１．７８亿。在去年与腾讯结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后，京东获得中国第一大线上以及第一大移动流量入

口。京东全球购作为京东跨境电商的交易平台，旨在引入全球海

量优质商品，并在京东商城进行在线销售，有望依托京东平台的影

响力和流量接入，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跨境电商平台之一。

（物流办　高　罛）

【民生服务】

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

召开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征迁清零专题工作会议

３月 １６日上午，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召开三改一拆、五水

共治、征迁清零工作会议。空港经济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南阳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空港经济区党工

委副书记、南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卢雪根主持会议。空港经济区

管委会副主任，南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顾华铭作工作

布置。机关全体干部，村、社区三委班子以及各事业单位负责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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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议。

会上，建设局副局长沈国金通报了今年“三改一拆”工作任

务，村和部门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王斌作了动员讲话。她指出，这几年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都

把“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和“征迁清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特

别是今年更是放在突出位置。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狠抓落

实，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既是完成上级任务的需要，也

是加快转型升级、改善百姓生活环境的需要，更是我们空港经济区

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工作落实中，要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举

措有力，特别是要做好“五个要”：即一是要定好方案。做到重点

突出、任务明确。二是要细化责任。要分工负责、明确责任，特别

是村要作为责任主体，切实承担起属地管理职责。城管等职能部

门也要发挥作用，联村干部要加强对村的帮助指导，各企事业单位

要共同努力。三是要集中精力。要克服畏难和等待观望等情绪，

尽快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老人的工作，确保打好攻坚

战。四是要倒排时间。要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倒排工作计划，全

面开展百日攻坚战。五是要攻坚克难。在工作中要发扬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坚定信心、做好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宣传，通过切实

有效的宣传手段，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使老百姓真正了解和支持

这项工作。

顾华铭作了工作部署。他指出，今年是“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和“征迁清零”全面攻坚的一年，所有工作都需要在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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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今年还将启动机场二期噪音处理工作。因此，对我们而言，今

年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开展

为期三个月的“三改一拆”百日攻坚暨拔钉清障专项行动。希望

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按照党工委、管委会的部署要求，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气概，全力以赴、积极有为，真正把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党政办　俞秀春）

南阳街道人大代表集体视察空港经济区发展

３月 ２０日上午，在南阳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项建华、副主任高

志兴的带领下，南阳人大代表集体视察了空港经济区开发建设情

况。空港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进出席视察活动。管

委会班子成员王斌、倪传贵、诸捍良、顾华铭参加活动。

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港城大道、南阳大道、南阳城市示范村、南

阳卫生院以及永利横湾整治工程、舒奇蒙卫浴等重点项目和骨干

企业，并在现场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

代表们在深入了解有关情况后，充分肯定了空港经济区·南

阳街道在开发建设、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绩。代表们认为，空港经

济区规划起点高、推进效率高、建设标准高、经济增长快，给南阳创

造了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发展环境。同时，代表们也对发展

中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一是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要多关注、扶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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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优势产业；二是要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安置房按时完成，争取让

广大征迁户早日入住新居；三是永利横湾整治巳初见成效，下一步

要加大管理力度，关注河道绿化带保洁工作，将“五水共治”工作

纳入长效管理、长期监督的健康轨道；四是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加快电子商务发展；五是要加快城市示范

村二期的规划和实施；六是要进一步管好、用好、盘活财政资产；七

是要加大城市管理力度，将影响交通安全、城市形象的现象列为重

点，杜绝小摊小贩随意摆放，车辆乱停乱放。

（人大工委　谢亚娜）

【机场动态】

２０１４全球机场服务评比 杭州机场获同级别第三名

近期，国际机场协会（ＡＣＩ）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宣布 ２０１４年度

ＡＣＩ全球机场服务质量调查（ＡＳＱ）结果，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以全

年平均得分４．６６分获得全球１５００－２５００万人次类别最佳机场第

三名，这是杭州机场参与 ＡＳＱ调查七年来第二次获此殊荣。

ＡＳＱ调查作为行业最综合的旅客服务评价工具，其调查结果

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旅客从办理乘机手续到离开机场的直接感受及

评价。２０１４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机场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

全力支持以及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坚持客户需求导向，致力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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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服务管理水平，先后颁布《服务质量标准》、更新《服务承

诺》、修订《服务质量绩效考核方案》，细化量化《服务质量考核标

准》、签订《服务责任书》，构建了“责任压、考核督”的内控系统。

同时，还积极以提升服务意识、完善服务体系、加大服务资源投入、

强化服务品牌建设、优化服务监管模式为着力点，关注服务短板、

聚焦服务问题，通过召开服务提升会，举办服务沙龙，开展共治式

服务监察、服务问题随手拍等举措，落实问题改进。全年共整改各

类服务问题３００余项，特别是旅客关注度及需求度极高的互联网／

ＷｉＦｉ的改造、９６２９９服务热线电话的整合等，将服务文化和质量承

诺传递给顾客，实现了服务品质的整体提升。

（机场公司）

　　　　　　　　　　　　 　　　本期责任编辑：汪　洋　俞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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