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蔡 仪 /文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对中

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多方面挑

战和冲击。疫情期间，口罩紧缺问题的解决，对于

有效开展疫情防控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这个关键

时刻，由政府审批立项，浙江泛嘉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 3 亿元的泛嘉口罩超级工厂面世，仅仅

历时 18 天。

6 月 30 日下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领

事 Ramazan Pavaz、泛嘉控股董事长杨隐峰与各

位来宾的共同见证下，“守护健康 智造幸福”泛

嘉医疗全球发布会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浙江泛

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主办，浙江广播电视集

团经济生活频道承办。

银万级净化车间 首单一亿只
口罩签约成功

泛嘉口罩超级工厂，占地面积 18 亩，拥有万

级净化车间、2000 平米实验室、60 台全自动 N95
口罩生产线，生产环节均由机器人完成，年产

N95 防护口罩可达 10 亿只。泛嘉医疗打造出多

款 KN95 灭菌防护口罩，符合国标 GB2626-
2019、欧盟 EN149 等标准，细菌过滤率不小于

95%，满足家庭日常防护需求。泛嘉秉承着“用户

第一，团结拼搏，做人诚信，做事靠谱”的价值观，

潜心数月，研发高标准、高颜值、高性价比的

KN95 系列口罩，满足了从儿童到老人，从盛夏

到寒冬的防护需求，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今年 2 月份，杭商传媒就携手泛嘉集团，助

力企事业单位安全复工，共渡难关。泛嘉福选上

线后，推出抗击疫情公益活动———企事业单位和

员工可在泛嘉福选免费申请医用口罩。与此同

时，也可在线上挑选购买安全防护套餐。

在活动现场，泛嘉医疗、MGA 集团以及中国

南方航空公司三家达成合作协议，签约了首批一

亿只口罩订单，实现了生产—运输—出口的一站

式解决方案。同时，依托于泛嘉在航空领域十余

年积累的全球资源，与全球 100 多家主流航空公

司的密切合作，接下来，泛嘉将力争在 48 小时内

让防控物资到达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银全球口罩公益 泛嘉在行动
疫情之下，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患难见真情”，多国伸出援手，向中国捐赠了口

罩、防护服等重要的防疫医疗物资，在中国抗击

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 月初，国内疫情趋于

平稳，我国防疫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迅速提

升。而欧美等国家则处于疫情快速扩散，防疫物

资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也

为多国送去医疗物资。

在活动现场，浙江泛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

司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上海领事馆捐赠泛嘉

KN95 灭菌防护口罩 20 万只，希望世界各国携手

共进，共同击退疫情。

此外，MGA 集团主席 George Barg 也通过

视频发来了祝贺，他表示：“恭喜超级口罩工厂正

式投产，在 18 天内不可思议地完成了一个全新

的口罩工厂，只有在中国可以完成。感谢泛嘉在

对抗新冠病毒方面做出的努力。我希望泛嘉成为

中国口罩的一张名片。”

据悉，泛嘉医疗还发布了 FANJIA·Dr. Fam原
ily 外贸品牌，已获得 EUA 白名单 、欧盟 CE 认

证和中国白名单等资质，符合更多国家的执行标

准，泛嘉智造将走出国门，为全球合作伙伴保驾

护航。

■ 李 慧 /文

湘湖畔，“龙井双涌”庭院，白墙红木青瓦，盎

然绿意深处，蝉声阵阵，鸟鸣啁啾，古朴中流露着

精致文艺的韵味。7月 1 日，“湘湖驿”党群服务驿

站发布仪式在城山广场举行。

杭州市萧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建平，杭州

市萧山区委组织部机关工委副书记施超，湘湖国

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俞晖，总台

央视浙江站站长何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

业研究院院长夏烈，及丰子恺先生的外孙杨子耘

与外孙女杨朝婴出席。

驿站，本作古时传递文书的官吏中途住宿、车

马补给之用，如今，湘湖管委会赋予了其新的内

涵。“开放、共享、时尚、智慧”，是“湘湖驿”作为新

型党群服务阵地的目标定位。

在绿色本体上厚植红色基因，“湘湖驿”始终

坚守湘湖保护与开发的初心，形成了集党群活动、

旅游咨询、休闲便民、公益志愿服务为一体的服务

矩阵。

发布仪式上，俞晖表示，今年以来，度假区党

工委深入推进区委“强基固本年”活动，积极探索

“分布式、共享式、沉浸式”党群服务模式，不断巩

固公共资源中私人会所整治成果，专门拿出最核

心的景区空间、最一线的临湖美景、最贴心的标准

服务，在绿色本底上厚植红色基因，努力打造最美

红色风景线。“湘湖驿”党群服务驿站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的要求，

为人民群众量身定制。

书籍、冷气、茶饮，是每座湘湖驿的标配。秉持

“于美好中遇见美好”的发展理念，“湘湖驿”提供

给每一位走进驿站的市民游客，以阅读、品茗、休

憩、交流、遐想的空间。发布会当天，城山广场（辅

站）、掬星岛、下孙、湖山广场、跨湖桥、定山岛、清

虚轩及一个街车流动站，首批共 8 个湘湖驿正式

对外开放运营。

“湘湖美景最人间，晓风墨香满书篇”，湘湖边

的晓风书屋，是一座“先生们”的茶书馆，也是“湘

湖驿”城山广场站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发布仪式

上，创始人朱钰芳分享了在湘湖设立主题书店的

初衷，希望将晓风书屋打造成母亲湖畔的文化大

码头，结合杭州的历史，湘湖的文化，文学艺术，生

活美学，为党群组织创建一个风景中的流动红色

书屋。她说：“城市文化在晓风有所体现，城市也因

为这样的书店存在变得温暖，这是我们每个书店

人的情怀，这也是晓风人的努力。”

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湘湖驿”

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首个公益活动“捐一车书去

墨脱”。仪式现场，湘湖党群组织积极发挥榜样引

领作用，纷纷捐赠图书。“当我们举起火把照耀时，

发现自己就在光里。”公益活动发起人何盈，在发

布仪式上如是说道。

发布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湘湖驿下村站

和跨湖桥站。“湘湖驿”推行“一驿站一主题”，有机

结合驿站所在景区板块特色，挖掘地域风貌亮点，

来呈现不同驿站的独特风韵。

在下孙站，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方婷婷坐在

高脚椅上言笑宴宴，正在与对面一众青年志愿者

们分享志愿经验。“映雪”出自成语“囊萤映雪”，是

湘湖下孙村的宗祠堂号，也是“湘湖驿”下村站的

主题，旨在打造出纯粹、励志的学习型社会氛围。

知行———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是“湘湖

驿”定山岛站的主题。驿站启动当天童稚声声，一

堂生动的浙江越调吟诵实践课，正在“湘湖驿”知

行馆中开展。烟将白鸟沈沙际，云带青山落镜中，

知行馆就坐落在湘湖的“院士岛”上，也是陶行知

先生在萧山实践“知行合一”教育主张的地方。应

和着清婉流畅的古琴伴奏，十名来自湘湖小学的

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吟诵着古朴优雅的越调，追忆

着吴越先祖与诗词相伴的岁月。

正如湘湖驿“为美好而来，懂得所需，满足所

想”的理念，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少不了人文关怀，

美好的生活少不了艺术和美学的滋润。

让我们静待，“湘湖驿”演绎精彩；期待，最忆

是湘湖。

/ 湘湖八驿 /

01湘湖驿·潮起———湖山广场站

水是生命之源，起势成潮，推动着历史的进

程。湘湖的灵魂亦在水，秀美的波光中深藏着豪迈

的底蕴。

湘湖，孕育了远古跨湖桥文化的萧山先民，弄

潮儿的精神在我们的血液里根植。湘湖，碧波卷起

红色浪潮，萧山的第一个党组织在此诞生。湘湖，

在“奔竞不息”的改革浪潮中先行示范，勇立“湖、

城、人、产”融合发展的潮头。潮起，不仅仅是湘湖

和萧山的现实写照，更是我们一往无前的追求。

02湘湖驿·知行———定山岛站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湘湖的灵魂亦在文

化，而萧山现代文化教育最闪耀的历史坐标就坐

落于湘湖定山。

知行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1928
年，“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的前身“浙江省立乡村

师范学校”由陶行知在湘湖定山岛创办。光阴荏

苒，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如今依然润泽着萧然大地，

定山也从湘湖师范的旧址蜕变为亲子成长教育的

聚集地，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的“院士岛”。知

行，是湘湖的光辉，更是萧山的未来。

03湘湖驿·问史———跨湖桥站

湘湖一叶舟，问史八千年。这是文明的符号，

更是萧山的精神图腾。

舟的意义，在湘湖是独特的。8000 年前，这叶

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乘风破浪，在蔚

蓝的大海远航，实证了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如今它穿越历史风霜，重新出现在世人

前，呼应着我们基因中那份传自先民的无畏和倔

强。问史沧桑八千年，这是湘湖积淀的深厚底蕴，

更是萧山蓬勃的力量源泉。

04湘湖驿·笃志———掬星岛站

初心筑梦，笃志前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

光，而“笃志”就是对这道光永恒的坚守。

湘湖有一颗“美人痣”叫掬星岛，岛上有座房

子叫“辛庐”，这是我们对《萧山湘湖志》的作者周

易藻深沉的纪念。周易藻历时四载写下了九卷《湘

湖志》，而这是他对家乡的热爱，更是文人的自觉。

《湘湖志》为后人研究湘湖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系统

史料，也为 21 世纪萧山湘湖保护与开发奠定了重

要依据。笃志方能明理，躬行亦为求真。“笃志”是

周易藻对家乡的眷恋，“笃志”是我们对圆梦湘湖

不忘初心的坚守。

05湘湖驿·映雪———下孙站

寒气逼人无所惧，映雪读书终有成。“映雪”，

是湘湖下孙村的宗祠堂号，出自典故“孙康映雪”。

东晋的孙康因贫苦，白天劳作而晚上又无钱

点灯夜读。一夜大雪，他发现雪地映光，皎白如昼，

便不畏严寒，来到户外映着雪光读书，日日不缀，

终成一代大儒。孙康映雪，是书生励志的楷模，是

每个人奋发进取的榜样。囊萤映雪静读书，书中自

有清香来，以纯粹的心境珍惜时光，在“映雪驿站”

享受阅读，“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氛围，是我们现在对“映雪”最好的诠释。

06湘湖驿·卧薪———清虚轩站

有人说：“人生百味，苦占一半，不如清虚看

淡”。可也有人历尽磨难，却仍要卧薪尝胆。

这个人就是越王勾践。春秋末的湘湖，是吴越

争霸的战场。勾践战败，入吴为奴。为雪国耻，他卧

薪尝胆，十年励精图治，最终击败吴国。放眼今朝，

为了还湖于民，湘湖人在征迁和建设中的“不怕

苦”，是对历史的一脉相承。从卧薪尝胆，到“真情

实干，锲而不舍”的湘湖精神，这是萧山人镌刻进

骨子里的刚强和追求，这种精神也是激励当代湘

湖人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

07湘湖驿·晓风———城山广场站

湘湖美景醉人间，晓风墨香满书篇。当湘湖美

景与初心阅读相遇，这便是风景中的风景。

晓风，是每个杭州文化人心底的名字，这不仅仅

是一家书店，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家“先生

们”的茶书馆。在湘湖，晓风有书有画有茶，更有山

有水有花香；在湘湖，晓风是直击心灵的自家书

房，更是湘湖畔的一处桃花源；在湘湖，晓风是萧

山城市人文风景的窗口，更是城市文化内涵的缩

影。在这个湘湖畔的“人文码头”，晓风书屋期待走

进更多“读书人”，走出翩翩“先生们”。

08湘湖驿·悦动———街车流动站

一路悦动一路车，一路风景一路歌。湘湖的路

上，流动的驿站，群众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新时代党群服务的实践脚步不停歇，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服务群众，一股暖流正在每个人心

中悦动。街车流动站，承载着“湘湖驿”的内涵，握

在手里的方向始终指向更有爱、更文明的地方，四

个轮子让它主动贴近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当我们的城市足够有爱，人群在哪里，幸福就在哪

里！

■ 温 泉 姬晨曦 /文

高效率的做法，高质量的服务，推进高质

量的发展。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持续推进，

杭州高新区（滨江）在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方面再添着力之举，率先在 73 平方公里

范围内全域完成水土保持、防洪影响评价、水

资源论证三个区域评估事项“三合一”。至此，

高新区（滨江）成为全市首个全域完成环境、节

能、地质灾害、压覆矿、水土保持、防洪影响、水

资源论证区域评估的区县，为全区企业进行区

域评估审批节省成本，让投资项目落地提速增

效，区内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据高新区（滨江）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

绍：“水土保持、防洪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三

个审批事项以往需要分别编制报告书报批、法

定审批时间需要 21 天，现在企业提交材料当

天即可完成备案登记。6 月，高新区（滨江）共

有 9 个项目完成水土保持备案登记，为企业节

约费用 80 余万元。”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率先享受到

由政府全域评估改革带来的红利。“以前是企

业多次跑，往各个部门跑，现在流程改革后只

需要备案登记。而且在当虹科技智能视频产业

基地项目的审批中，代办员帮我们统一代办，

甚至都不用自己跑了，节约了时间成本。”企业

负责人说。

区域评估，是指由政府对投资项目审批过

程中涉及有关评估事项进行统一评估，形成整

体性、区域性评估成果，由区域内投资项目共

享共用，涉及区域规划环境、节能、压覆矿、地

质灾害、水土保持、防洪影响评价、水资源论

证、雷电灾害、地震、文物保护评估等 10 项具

体内容。

2019 年，高新区（滨江）已在全域 100%完

成区域规划环境、节能、地质灾害和压覆矿评

估。该区积极探索全域范围的区域评估，为企

业投资提速、降费、减负，变“申请后审批”为

“申请前服务”；通过区域评估报告共享共用，

变“单个项目评”为“区域整体评”；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变企业付费为政府买单，有效解决目

前投资项目评估评审手续多、时间长、花费多

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减轻企业负担，

加快项目落地。截至 6 月底，高新区（滨江）已

有 359 个工程建设项目评价报告降级或简化

为备案登记工作。

聚焦服务优化，高新区（滨江）简政放权、

集中办公，通过“减时间”“减场地”来“加效率”

“优服务”。在持续推进全域评估落地流程中，

高新区（滨江）提供细致周到的“代办服务”，不

断落实服务细节，有效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在制度建设方面，高新区（滨江）联合多部

门探索共建产业建设项目前期办公室，由经信

局牵头，17 个部门协同配合。此举是高新区

（滨江）进行多部门合作的有益尝试，各部门各

司其职，密切协作，统筹落实好项目落点阶段、

公告阶段、开工阶段的各部职责。

李 靖 摄

杭州高新区（滨江）区域评估全域推进
为企业投资提速、降费、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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