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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AI影视城正加快成势

> -
实干勇争先

落实两会精神
拼在春天里

敖煜新在开展敖煜新在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时强调活动时强调

千方百计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全力推动高质量赶超发展

| 记者 徐晟昱

脚手架纵横交错，300多名工

人正紧张有序地搭建支模、绑扎钢

筋、浇筑混凝土……位于“环浙工

大创新经济圈”（智能生态城）内的

虚拟数字化摄影工场项目传来好

消息——行政楼2号楼基本结顶，

3幢实时PREVIZ预演栅地面基

础完成，虚拟摄影棚A楼及其余

行政楼、虚拟技术研发中心主体结

构施工顺利，已完成主体工程总进

度的35%。

作为我县打造莫干山AI影视

城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博采投资建

设的虚拟数字化摄影工场项目总

投资一亿美元，占地面积约78亩，

将新建虚拟摄影棚、实时PREVIZ

预演栅、虚拟技术研发中心等，未

来可能是中国首个最完整、最高标

准的全虚拟影视基地。

“影视基地能实现虚拟拍摄、

实时动捕、实时交互、虚拟制作等

所见即所得的全实时高效影视制

作流程，为演员及影视团队提供革

命性的便利，带来安全、沉浸、高效

的全新拍摄体验。”浙江博采传媒

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陈鹏介绍，去年

10月25日，项目正式进场施工。

眼下，项目正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争取在500天内实现竣工投产。

“我们力争在今年5月底完成主体

结构封顶。”

以“虚拟数字化摄影工场”项

目为引领，“莫干山AI影视城”正

加快成势，通过以商引商、以会促

商，持续加快AI影视、动漫、游戏

等文化产业招引集聚，打造国内顶

尖的数字影视文化产业集群。今

年以来，已有7家影视文化企业签

约入驻“莫干山AI影视城”，共投

资近亿元。

影视文化企业的落户一直牵

动着康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远

的心，“去年开始，我们依托线下实

体化政地企服务中心谋划成立‘现

场办’，从各条线抽调工作人员组

成专班，提供一条龙代办服务，实

现当天签约、当天注册、当天入

驻。”

其中，北京隔岸小山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落地注册浙江小山童聚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主营儿童剧、

动漫等相关拍摄制作。由于公司

已对接央视项目，着急办理《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街道

第一时间联系县文广旅体局开通

绿色通道，加快证件办理。在属地

街道“保姆式”的服务下，7家影视

文化企业中已有2家成功取得《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服务到一线、对接到一线、跟

踪到一线……作为未来影视文化

产业生态群的重要承载地，康乾街

道还将搭建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

持续优化影视营商环境，用足用好

人才政策，在“环浙工大创新经济

圈”集聚一批、培养一批、沉淀一批

专业影视人才。

以以““虚拟数字化摄影工场虚拟数字化摄影工场””项目为引领项目为引领

| 记者 徐超超

昨天上午，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

德清排球场馆第一次指挥长会议召开，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健，副

主任高奇凡，副县长符海滨参加。

在德清体育中心，陈健一行实地

查看排球馆主馆、热身场馆、办公配套

用房等处，详细了解场馆建设、精细化

管理等情况。随后召开例会，听取团

队运作、志愿服务、场馆运维、竞赛组

织、医疗财务、技术保障等排球赛事筹

办工作推进情况，就具体问题充分交

流讨论、现场解决落实。（下转第2版）

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德清排球场馆第一次指挥长会议

| 记者 陈姣 姚海翔

昨天下午，德清县第三十三期“在

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亲清直通车·政企

恳谈会召开。围绕“中小微企业高质

量发展”，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陈健与8位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了

解困难需求，倾听意见建议，全力为企

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德清方华琴业有限公司、

德清县希晨木业有限公司、德清库珀

钢琴有限公司、浙江大成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平钒（德清）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德清舒华泡沫座椅有限公司、

浙江国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浙江润

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负

责人积极发言，大家就政策落地、品

牌推广、产业配套、机制完善、平台搭

建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陈健认真倾听、一一记录，对于

企业家提出的问题和诉求，他要求相

关部门要照单全收、分类交办、闭环

处置。陈健指出，中小微企业是民营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稳定经济

增长的重要“生力军”、稳定产业链条

的重要“关节点”、稳定群众就业的重

要“容纳器”。中央和省市县高度关

心和重视民营经济，大力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相继出台一揽子稳经济政

策，企业要紧抓机遇，增强发展信心

和决心，坚持发扬“四千精神”，善于

借势借力，切实用足用好各项政策。

要主动求变应变，推动企业发展壮

大，积极顺应市场变化，坚守主业、做

强实业，瞄准“专精特新”方向，持续

推进新技术应用、新产品研发、新市

场开拓，以创新变革推动企业提档升

级。政府部门要坚持高效服务，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把支持帮扶中小微企

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发挥好“兜底

办”作用，高质高效构建问题诉求收

集、交办、解决、反馈管理闭环，加大

宣传力度，切实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

达，问题得到真解决，为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共同为德清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德清召开第三十三期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

| 记者 杨名

昨天上午，培育大科学装置领

导小组工作例会召开。会议就2023

年地磁大科学装置和产业创新中心

推进情况进行汇报，研究部署下阶

段具体工作内容。县领导王剑峰、

章洪春参加。 （下转第2版）

我县召开培育大科学装置领导小组工作例会

| 记者 杨名

昨天下午，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德

清指挥部召开工作例会，全面总结前期

筹办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任务，更

快节奏、更高水平推进湖州赛区亚运

筹办各项工作。县领导王剑峰、高奇

凡、符海滨、曹根荣参加。（下转第2版）

杭州亚运会湖州赛区德清指挥部召开工作例会

| 记者 董华 姚海翔

昨天上午，县委书记敖煜新

赴高新区、新市镇等地，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

动，深入企业、学校、乡村，调研

项目推进、食品安全、乡村振兴

等工作，面对面倾听基层、企业、

群众的建议和诉求，帮助协调解

决实际困难。

敖煜新一行先后来到浙江

杭垫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西力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新昱智能

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车间、

看生产，详细了解企业项目推

进、科技创新、生产销售、未来发

展等情况，仔细询问当下面临的

难题。针对企业反映的人才招

引、产能扩大等方面需求，敖煜

新现场协调，要求相关部门进一

步做好沟通对接，尽快拿出有效

举措，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他也

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乘势而

上，加大设备投入，加快释放产

能，一手抓科技创新，一手抓市

场开拓，心无旁骛把企业做优做

精、做大做强。敖煜新强调，全

县上下要深入实施省委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深

化市委“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实干争先主题实践，聚力打造

“营商环境最优县”，在政策供

给、要素支撑、服务保障等方面

给予企业最大支持，努力当好企

业发展的最坚强后盾。

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

康。敖煜新来到食品安全包保

联系单位德清三中和湖州特思

拉啤酒有限公司，实地督导食品

安全工作。在德清三中，敖煜新

查看“透明厨房”和相关台账资

料，详细了解食品加工操作、餐

具清洗消毒和食材购进、留样、

追溯等有关情况，强调学校要严

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

步规范食堂管理、保障食材安

全，为学生营造良好用餐环境，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在特思拉，

敖煜新查看生产流程，了解食品

安全各项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要

求企业把好原料进货关，严格管

控生产经营过程，全力确保食品

质量安全。

新市镇栎林村在我县“强村

富民指数”评价体系排名中靠

后。敖煜新来到栎林村，与村干

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村庄建

设发展、整改举措落实等情况。

敖煜新强调，要树立发展信心，不

断强化争先意识，着眼补短板、强

弱项、固底板、扬优势，在班子队

伍建设、集体经济增长、基础设施

完善、村民增收致富等方面谋深

抓实举措，加快强村富民步伐，努

力在新一轮“强村富民指数”评价

中实现进位，为我县创建全国乡

村振兴示范县贡献力量。

县领导张文斌、陈兴江参加。

| 记者 陈姣

走在大街小巷，一件件“红马

甲”、一顶顶“小红帽”点缀其间，成

为一道道特别的风景线。在志愿

力量加入下，街头文明劝导不停、

秩序井然；老旧小区虽旧不乱、整

洁舒心；家家户户垃圾分类，庭院

赏心悦目……

青年接力助提升

周日，在洛水湿地，洛舍青年

志愿者沈芸和河道保洁人员从岸

边到水面，一路捡拾垃圾、清理水

面漂浮物，干劲十足。经过一上

午的劳动，白色垃圾尽收袋中，

“水下森林”一览无余。自团县委

开展“星期天团干部”系列活动以

来，13个镇（街道）千名青年团干

部、团员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走

进田间地头，清扫街巷、捡拾垃

圾、走访宣传，用实际行动助力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实现“日日

有动向，周周能提升，处处被覆

盖”，努力以创建典范的最大成效

迎接亚运盛会举行。

与此同时，广大青年群体志愿

行动从未停歇，成为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的“生力军”。近日，县志愿服

务联合会携手清禾公益志愿团体，

将“文明大篷车”开进了康乾街道

联合村。连续三天，在艺术集市

中，24名青年志愿者化身摊主、引

导员，把志愿服务与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活动相结合，以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文化活动，推动文明之花

开遍乡村。

巾帼助力掀热潮

在舞阳街道，白洪兰发现城山

村庙山工业区存在乱晾晒的现象

后，便主动找到企业负责人，合力

解决这个问题；眼下正是春季防火

宣传的紧要期，郑文娟和志愿小分

队一起，每天拿着小喇叭巡逻；家

住山民村的盛水琴，在庭院里精心

培育花草，小小的院子百花齐放，

让人不禁驻足欣赏……

她们是“舞阳大妈”，也是“德

清嫂”志愿群体的缩影。在“迎亚

运、创典范”的过程中，她们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其中，以“巾帼红”

掀起创建热潮，在全县迅速奏响

“掷地有声造声势、喜闻乐见多形

式、增光添彩浓氛围”三部曲。

“不是为了创建而创建，而是

为了大家生活更幸福而打拼，也要

以最美姿态迎接盛会到来。”眼下，

全县1.5万名“德清嫂”充分发挥

“半边天”作用，发扬“质朴善良无

私奉献”的“德清嫂”精神，投身基

层治理、家园美化等巾帼志愿服务

活动，积极参与解决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中的硬骨头，推动城市文明和

百姓生活品质迈向更高水平。

劳模献力强引领

近日，劳模（工匠）志愿服务

队来到英溪社区，利用业余时间

为居民义诊。“我们要真正把好

事办好，向市民朋友倡导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为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和亚运盛会的顺利召

开贡献自己的力量。”劳模志愿

者徐欢说。

人人都是创建主体，人人代表

城市形象。连日来，县总工会动员

基层工会，充分发挥“车间政委”

“红色工匠”等模范个人作用，通过

劳模宣讲团、“班前十分钟”“微视

频”活动等多种方式，团结引领广

大职工从自身做起，争做文明践行

者、示范者。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各级劳模、工匠等55人申请加入

劳模（工匠）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

法律援助、健康义诊、文明宣讲等

志愿服务活动31场次，服务职工

群众2400余人次。

“工青妇”志愿者点“靓”文明城
迎亚运 创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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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波调研下渚

湖板块及5A级景区创建工作时强调，要始终

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规划引领、突出地域特

色，统筹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全力打造景城

融合、旅城融合、文旅融合的都市近郊发展示范

区。县领导周志方、符海滨参加。

春雨蒙蒙、万物复苏，下渚湖风光正好。在

方特区块、纳帕山谷等项目现场，王波实地查看

区块位置及周边环境、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

区块规划和项目推进计划等情况，并现场协调

解决困难。他强调，相关部门要按照“清单化、

闭环化”要求，及时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确保项

目稳步推进；施工单位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前

提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早日建成运营。

座谈会上，听取完下渚湖板块规划及下渚

湖国家5A级景区创建情况，王波强调，板块规

划和5A级景区创建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别，必须统筹部署、协同推

进，精准发力、抓住重点，全方位激发板块发展

活力。要深化认识、明确定位，坚持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增强景城

融合、旅城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信心和决心，

持续深挖比较优势、明确板块定位，处理好与地

信智慧城、环浙工大创新经济圈等周边板块的

差异互融与一体发展。要优化规划、提升价值，

按照精细化要求，坚持近远期相结合，综合考虑

重大项目、交通枢纽、国土空间、公共配套等系

列因素，进一步完善规划体系、优化功能布局，

全面放大区块未来综合交通优势，充分发挥重

大文旅项目对杭州都市圈游客资源、创新要素

的引流作用，持续提升板块价值和竞争力。要

锚定目标、提炼特色，在5A级景区创建过程

中，要依托下渚湖资源禀赋，以“生物多样性”为

特色亮点，紧抓创建工作时间节点，充分开发多

元价值，切实推动湿地体验、文化传承等融合发

展，确保创建工作有力有序稳步推进。

| 记者 徐超超 白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