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4日，航拍器下的森森集团智能化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一片繁忙建设景
象。据了解，该产业园计划总投资2.6亿元，将新建2幢厂房，用于生产水族箱、智能水族用品、
智能池塘用品、智能宠物用品等，并设立研发中心、全自动立体仓储系统。

记者 陈炳群 摄

森森智能化产业园
项目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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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首次开启企业闭环生产模式
保障长白岛内企业正常生产需求

本报讯（记者 韩地枰 通讯

员 王晓晔）连日来，针对当前严峻

的疫情防控形势，我区积极贯彻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要求，在做好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的基础上，首次开启重点

企业闭环生产模式，保障长白岛内

企业正常生产需求。

在太平洋海洋工程(舟山)有

限公司船坞内，工人操作设备为船

舶打砂除锈，现场作业秩序井然。

“当前是加速冲刺，完成全年订单

任务的关键时期，得益于相关部门

的及时帮助，员工们安心在厂里吃

住，目前企业生产基本没有受到影

响。”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此

次疫情防控中，我区启动企业闭环

生产模式有效减少疫情对企业的

冲击，公司正开足马力抓生产，力

争实现全年目标产值。

据了解，11 月 10 日上午，我

区在一集中隔离点发现 1例阳性

感染者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

应，落实流调溯源、风险人员管

控、环境消杀等防控措施。为保

障长白岛上重点企业生产运营不

受影响，按照防疫工作要求，区经

信局第一时间联合区商务局、小

沙街道成立长白闭环生产专项组

进驻长白岛，督促指导工业企业

严格按照闭环生产预案要求，有

序做好疫情防控和保企业稳定生

产工作。同时，全力协调解决企

业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最大

限度减轻了疫情对工业企业生产

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了准确了解企业的诉求，

我们通过电话、语音、视频连线等

方式，了解企业防疫管理和安全生

产的实际情况，帮助企业在原有闭

环生产预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优

化方案，切实做到人、物同防，生

产不误。”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专项组了解到太平洋海

洋工程(舟山)有限公司生产运营

过程中需要接待许多船东、船检及

访客，专项组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经过分析研判

最终同意企业按照预案将门岗前

置，把访客居住的宾馆一并纳入封

闭管控范围。

专项组还参照《定海区突发

疫情全域静态管控处置工作指

引》要求，进一步落实闭环生产企

业生活生产物资保障，向闭环生

产的太平洋海洋工程(舟山)有限

公司、舟山中天重工有限公司两

家企业调配蔬菜 7000 公斤、猪肉

1050 公斤、鸡蛋 60箱。专项组还

根据企业需求联合公安等相关部

门加快完成19辆紧急配件配送车

的“白名单”申请，专门为企业运

送生产需要的重要配件，货车司

机做到全程不下车，即卸即走，保

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企业物

资充足。

下步，长白闭环生产专项组将

持续跟踪企业的生产运营及疫情

防控情况，科学调配资源，及时反

馈、处理企业的诉求，并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及时作出调整，帮助企业

全力冲刺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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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围绕鲜明主题抓好“五个聚焦”
推动定海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侯富光主持并讲话孙丹燕林剑彪陆沧波出席
本报讯（记者 郑震 王思圆）

11月 14日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专题学习会，推动全区上下持

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热潮。区委书记侯富光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区领导孙丹

燕、林剑彪、陆沧波、丁伟民、刘世

君、陈涛、林技科、何红作交流发

言，邵辉、夏泉、江舟、傅志刚作书

面交流。

侯富光指出，十年伟大变革，

根本在于“两个确立”，根本在于

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掌舵领

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作

为浙江的干部，我们有幸奋斗在习

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更要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侯富光强调，我们要聚焦中国

式现代化这个最鲜明的主题，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定海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重点

要抓好“五个聚焦”。一是聚焦高

质量发展主题开新局，紧扣海洋经

济这个着力点，重点抓好产业革新

“145”计划，推动理念变革、加强

产业培育、做实系统攻坚。二是聚

焦高水平改革开放创新增活力，坚

持改革开放创新“三轮驱动”，用

好数字化改革总牵引、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不断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三是聚

焦高品质城市环境补短板，牢树全

域景区的理念，统筹实施新型城镇

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中心城区有机更新、打造内外兼修

美丽乡村，不断提升人文品质城市

的宜居度和辨识度。四是聚焦高

福祉民生需求促共富，紧盯海岛高

品质民生需求、做好民生兜底保

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力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五是聚焦

高效能现代治理强根基，坚持把安

全和稳定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

面全过程，狠抓疫情防控、狠抓除

险保安，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的能

力和水平。

侯富光强调，勇于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

党最大的优势。要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要求，坚决扛起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增强自我净化能

力、自我完善能力、自我革新能力

和自我提高能力，不断推进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定海的

生动实践。

定海工业园区招商出成效
今年已签约7个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韩地枰 通讯

员 王韵）今年以来，定海工业园

区管委会深入挖掘资源优势，多

渠道开展招商活动，积极跟进协

调服务，招商引资工作实现提质

增效。截至目前，园区已累计签

约7个招商项目，总投资额超100

亿元，随着这些“金凤凰”落户，进

一步积蓄未来发展动能。

今年 9 月底，陕西聚泰 20 万

吨新能源电池正极原材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签约仪式举行，项目

总投资约 35 亿元，将落户定海

工业园区新材料产业园。此前，

为了加快推进项目签约进程，园

区管委会项目服务专班工作人

员协助企业解决项目落地的各

项问题和前期手续办理，仅用 4

个月完成了项目从洽谈到签约

落地的全过程。该项目也成为

今 年 园 区 招 大 引 强 的 成 果 之

一。根据投资协议，陕西聚泰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在定海工

业园区新材料产业园投资建设

20万吨/年新能源电池正极原材

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据了解，7个已签约项目中，

还有华康股份 200万吨玉米精深

加工项目、和泓集团可降解新材

料制造项目、万马（舟山）海洋装

备智造园项目、龙源电力共享储

能电站项目、森森集团智能化产

业园项目和舟山市行知行机器人

技术有限公司智能爬壁除锈机器

人项目。今年以来，定海工业园

区管委会赴陕西、上海等地积极

参加各类招商推介会，累计开展

视频招商会12场，开展招商活动

近 50 次，重点对接企业 100 余

家。在“走出去”的同时，园区还

通过“请进来”对接洽谈等多种形

式，加强和客商的交流合作，今年

累计接待客商120余批次，涉及企

业 100 余家，目前有在谈项目 20

余个。

此外，定海工业园区管委会

积极响应“暖企工程”，安排工作

人员一对一下沉企业进行指导服

务，并同步做好重点项目建设跟

踪工作。同时，园区还积极帮助

华康股份 200万吨玉米精深加工

健康配料项目等重点项目进行前

期土地平整工作，助力项目开工

建设。下步，园区将进一步发挥

产业阵地主动作用，重点围绕新

材料、粮食精深加工、先进制造业

等重点产业和龙头企业、“链主”

项目充分吸纳产业配适度高、发

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进一步招

大引强，以招商实绩推进我区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兴实干之风
——学在深处干在实处系列谈

□王玉宝

党的二十大报告既有高屋建

瓴的理论创新，也有鲜明强烈的

实践指向。大会设定的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目标，需要付

出艰苦卓绝的实干方能实现。贯

彻大会精神，原原本本学报告，很

重要；活学活用干工作，更少不

了。不能割裂学与干的关系，停

留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以学

促干、以干促学，大兴实干之风，

才是真贯彻。

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广

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劲

头很足。但是，在一些单位、一些

领域也存在这些现象：只讲站位、

不讲行动，把贯彻大会精神变成

喊口号，说说一大套、干干不着

调；或者是，行动虽然有，落实不

得力，三分成绩当十分；更或是，

谈起报告内容，滚瓜烂熟，说起思

想认识，滔滔不绝，但谈及具体行

动，却空洞无物。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是实

干，注重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

中发展理论。习近平同志尤其强

调实干，他在《之江新语》中曾说：

“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不过

是蓬莱仙境、空中楼阁”“牡丹花

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

反复强调干部实干担当、狠抓落

实。学和干，相辅相成，谁也离不

开谁。

我们党的干部的鲜明品格是

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

没有。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干字排第一。光开口不动

手，那是假把式。贯彻大会精神，

站位当然要高，但是高站位和实

干事，应该两手抓、两手硬。解决

思想认识问题之后，就不能永远

徘徊在思想认识阶段，更要采取

实际有力行动，既抬头看天，也埋

头推车。只学不干，要么是理解

狭隘忽视了实干，要么是使命感

不足不愿实干，要么是本领恐慌

不会实干。

当前，形势逼人，使命催征，

任务紧迫，等不得、慢不得。特别

是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托起民生底

线、实现经济稳进提质？群众的

眼里满是期待。越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越要大兴实干之风，切实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一

个持久攻坚过程。广大党员干部

要在这场持久战中时刻保持警

醒，不断夯实作风。热衷“花拳绣

腿”，做表面文章；不愿扎下根久

久为功做一点实绩，只想着一两

年就挪个窝升一级；想躺在功劳

簿上过安稳日子，看似在干、实则

磨洋工……这些现象都和当下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兴实干之

风相违背，需要坚决杜绝。

（转自《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