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祖康常委代表区政协经济与港澳台侨外事委发言:

以创新与人才为原动力 打造绍兴黄酒历史经典产业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先

后出台《关于推进黄酒产业传承发

展的意见》、《绍兴市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试点实施方案》等政策建议，

为推动黄酒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和

创新指明方向，但不可否认，黄酒

产业经营依然压力重重，产业转型

升级困难重重，品牌强势地位很难

确立。

针对市场竞争环境日趋严峻、

历史文化优势无法彰显的现状，要

认清产业竞争从企业、品牌之争向

品类之争的现实，因企施策，重点

做好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增加产

出、提升效益这篇文章，努力从粗

放型生产提升为集约化管理。加

快营销变革，通过模式创新、资源

整合、“互联网+”，探索基于市场的

跨界和圈层营销模式，面向全国建

立新的品类定位。

针对核心人才紧缺，行业改革

创新发展缺乏后劲的现状，要积极

培养行业变革创新人才。不拘一

格引进熟悉组织变革创新、精通酿

酒技术和市场营销管理的优秀人

才，探索出一条适合产业发展的变

革创新之路。产业转型升级，还需

要从手艺到工艺转变的人才。要

不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实现从

“手艺”到“工艺”、“手艺人”到“工

艺师”的跃升，为打造历史经典产

业提供原生动力。

祝静芝主委代表民盟柯桥区基层委发言:

加强技能人才培育 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区委区政府提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步鱼计划”，将通

过 3—5 年努力，争创长三角区

域先进制造业集聚区、示范区和

引领区。在新的制造业转型升

级发展背景下，打造一支拥有现

代科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技能

人才队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特提出以下建议意见：

一、加快实施柯桥区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三年计划。政府相

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

加快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创新公共

实训基地建设，统筹建立大格局

综合公共实训平台体系。要加

快筹建区技师学院，培养本地实

用型高技能人才。

二、切实强化制造业企业人才

培育主体责任。政府要进一步出

台相关激励政策，引导企业构建梯

次式培养体系，花大力气引进高技

能人才，定期开展技能人才技能升

级、知识更新，与院校合作开展工

学一体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三、持续深化技能人才校企

合作培育机制。鼓励企业内建

立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和教师

“实践基地”，设立企业冠名班，

培 养 适 合 企 业 需 求 的 技 能 人

才。高校要及时调整专业，加强

校地合作。

四、全力营造技能人才发展

良好环境。把技能人才纳入全

区人才政策体系，在全社会培育

和弘扬“工匠精神”，通过制度留

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

人，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的技术工人队伍。

专版 4、5策划：柯传 校对：陈亚萍

KEQIAO DAILY

2020.8.1 星期六
Tel:85581666 E-mail:sxxbkxwb@vip.sina.com

编者按：

7月27日上午，柯桥区政协会同区委统战部联合召开区政协一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暨区委与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围绕区委

一届八次全会即将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开展专题政治协商。4位政协常委、2位民主党派主委和1位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次先后协商发言，为加快建设新时代“名士之乡”人才高地、全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十强区”积极建言献策。

区政协一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区政协一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
暨区委与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发言摘要暨区委与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发言摘要

截至目前，我区累计集聚省级

以上高层次人才169人，总量位居

全省前列，8次获评全省党政领导人

才工作考核优秀单位。但对标先进

地区，我区的人才工作还存在不少

短板，必须进一步提高站位、拉高标

杆，围绕“人才生态、产业业态、城市

形态”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方向，以

超常规举措，全力打造长三角人才

集聚高地。

一、以超常规投入打实基础。要

加强人才科技平台系统性规划，提升

浙江绍兴人才创业园综合能级，高起

点规划建设柯西园、中欧产业园，提

升发展外国高端人才集聚区。要加

快建设国际医院、国际学校、人才住

房等公共配套。要集中资源引进高

能级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二、以超常规方式招引人才。

要改进大赛举办方式，建立外地知

名大赛和人才计划评定结果资格认

定机制，做大基数。要积极鼓励设

立人才发展引导基金，以投带引推

动更多优质人才项目落户柯桥。要

更大规模布局“人才飞地”，整合民

营人才创业园招才力量，组团赴外

驻点招才。

三、以超常规政策扶持人才。要

创新人才政策扶持方式，每年遴选一

批优质项目给予重点支持。要建立健

全梯度培育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快人

才企业上市培育。要打破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凭能力、凭

实绩、凭贡献评价人才。

四、以超常规力度服务人才。

要加强人才服务企业扶持力度，壮

大市场化人才服务体系。要深化人

才创新创业全周期“一件事”改革，

做强人才服务综合体功能，推广应

用“人才码”。要加强生活服务，减

少人才“衣、食、住、行”和子女教育、

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严炜常委代表区政协中国共产党界别发言：

锚定“重要窗口排头兵”目标 打造长三角人才集聚高地

俞小炜常委代表区政协科学技术界别发言：

推动科技创新平台提质增效 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十强区”

陈显明常委代表区政协社会科学界别发言：

专注工业互联网创新实践 谋划创新人才发展战略

姜少飞委员代表区政协文化文史和教科卫体委发言：

筑巢引凤精准施力 全面打造人才强区

近年来，我区围绕“5+3+4”产

业体系，引进培育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科技创新平台，“多点布

局、产学一体、协同联动”的创新体

系初步成型，但也存在部分问题：

一是“小打小闹”。大部分科创平

台规模偏小、能级偏低，产业引领

能力不强。二是“厚此薄彼”。科

创平台主要聚焦传统纺织产业，在

经典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还缺乏高

端科创平台支撑。三是“各自为

政”。科创平台创新资源整合利用

度不高，开放融合发展水平较低。

四是“照猫画虎”。民营科创园缺

乏专业管理团队，园内企业科技含

量、经营效益较低。为此建议：

一、打造高能科创平台“主引

擎”。以国内外顶级高校共建研究

院、现代纺织省实验室、国家级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为突破

重点，提升基础科学研究、战略高

技术研究、应用技术研究的能力。

二、推动新兴产业平台“全覆

盖”。并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步

鱼计划”为核心，加速推进绍兴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建设，提升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三、坚持部门协调联动“一盘

棋”。加强资源整合，构建统一的

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管理体系。梳理

整合引进扶持政策，增强政策实效

和示范效应。

四、发挥民营科创园区“新动

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考

核和管理机制，邀请国内外专业投

资人、职业经理人、知名创客担任

运营管理帮扶导师，疏通平台企业

进出渠道，提高入驻项目质量。

积极培育以现代纺织为代表的

现代制造集群是今后我区经济发展

强有力的支柱，更是引领创新人才

集聚的最佳路径和有效引擎。发

展我区工业互联网，则是提升我区

现代制造集群竞争力和集聚创新

人才的双赢路径，这将逐步成为引

导我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培育工业互

联网人才将成为我区专项集聚创

新人才的有力抓手和工作重点。

为此建议：

一、研究出台我区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的支持政策，尽快启动和

完善区域工业互联网关键共性技术

研发支持政策，支持高水平的工业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深化

我区纺织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的建

设，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区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金融支持政策。

二、细化我区人才引进计划，重

点关注工业互联网人才。在全区各

类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和引进计划中，应当优先将工业互

联网领军人才纳入招才计划。要积

极探索新型的人才激励制度，加大

对工业互联网领军人才、专业人才

激励力度，利用期权、股权、分红权

等多种形式激励专业人才。全面推

进CIO(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完善

提升人才工作相关领域的政策，适

时建立我区人才大数据库，更好服

务于柯桥人才需求的预测与精准配

置，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

三、深化工业互联网“产学研用”

互动，共建工业互联网人才创新实践

基地，帮助传统人才适应工业互联网

需要，提升更新与实践能力，为建设

新时代“名士之乡”贡献力量。

人才与创新是决定我省能否

建成“重要窗口”，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的两大核心要素。结合我区实

际，提出人才引进和创新发展的三

点建议。

一、大力推进“全域孵化”，形成

对人才集聚的强支撑。在人才争夺

近乎白热化的形势下，应举全区之

力，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园区等各类创新发展的

平台，全力推进“全域孵化”。要着

力撬动社会力量构建专业化的众创

空间和孵化器。政府要从关注众创

空间（孵化器）数量和面积转向评估

质量效益，推动众创空间快速向专

业化方向发展；把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闲置场地腾出来，着手布局更

多的加速器，把孵化出来的好苗子

企业、好的人才项目留在我区，形成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园”完整链条。

二、利用好高校人才集聚特点，

放大高层次人才“虹吸效应”。大学

是人才集聚的重要平台。柯桥拥有

两所本科级别的大学，这在国内县

区级区域都不多见，具备天然的人

才吸纳基础。建议党委政府进一步

创新体制机制，做强高校引才用才

载体。一方面要打通引才渠道，将

高校作为吸引人才集聚的重要载

体；另一方面，高校要科学制定人才

制度，并让这些制度与我区引才布

局有机结合。

三、集成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

链，推动高质量发展。抓牢一条主

线。紧紧抓住创新投入这一主线，

加大力度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创

新活动全覆盖；建议区级奖励政策

与企业创新投入挂钩，并且奖励资

金的一部分要用于技改和研发投

入。培育两类企业。一是发展壮大

高新技术企业，要建立高新技术苗

子企业库。二是引进培育科技型中

小企业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创办的初

创型企业。建优三级平台。一是加

快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培育。二是

加快科研院所合作平台建设。三是

加快孵化平台提质。

人才引进和培养要靠企业和

企业家，科技创新和转化要靠企业

和企业家，区域和城市的知名度要

靠企业和企业家。我区要推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步鱼计划”，实现

新时代人才高地和高水平创新型

“十强区”的目标，要靠全区的企业

和企业家。

李克强总理在4月 14日的经

济形势座谈会上，明确讲到政府部

门在作风建设和服务企业方面还

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柯

桥区而言，我们应该为企业和企业

家营造做大做优做强的环境，为企

业和企业家提供全方位服务，为企

业和企业家服务的机构组织作用

发挥等等提供更多更实在支持，努

力培育和造就一批优秀的企业和

企业家。

一、梳理出一批较优秀和有行

业代表性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大

力表彰和宣传，真正做到“政治上

给足地位、经济上给足回报、社会

上给足荣誉”。

二、全力抓好在“三服务”中汇

集来的问题意见的解决和落实，无

法解决的也要实实在在地做好一

对一的解释工作。

三、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

主体的实施意见》精神，部门应努

力形成“亲清”的政商关系。

蔡金标主委代表九三学社柯桥区基层委发言：

努力培育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