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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婷

本报讯 昨日下午 3 时，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发布会”。商务部副
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和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晋柏、浙江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朱从玖、安徽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章曦、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何报翔介绍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扩展区域方案，并答记者问。义乌正
式加入自贸试验区“朋友圈”。

会上，王受文就4个方案全面落实中
央关于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的4个
特点、布局考虑，以及目前已建设的18个自
贸试验区所取得的成效作具体回答。

王受文指出，总体看，4个方案全面
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
要求，有 4 个特点。一是突出畅通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突出科技创新催
生新发展动能，三是突出深化改革激发
新发展活力，四是突出高水平开放打造
新发展优势。

而此次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容，其
目的就是要通过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
深层次的改革探索，激发高质量发展的
内生动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加
快形成发展的新格局。如此布局，王受文
表示，是基于有利于进一步服务国家的发

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的安全稳定，进一步深化开展差别化的探
索，有利于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的新体制。他强调，新设北京、湖南、安徽
自贸试验区及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
将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的动能，
有助于探索在新形势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体制，推动经济质量更高的发展。

朱从玖在回答总台国广记者关于浙
江自贸试验区五大功能定位基本考虑
及如何落地的问题时指出，浙江自贸试
验区的扩区是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也为浙江打
造开放新优势掀开了新的一页。从聚集
油气全产业链拓展到“五大功能定位”，
这是基于浙江省情、特点而做的统筹考
虑，也是为了更加能够发挥浙江的特色
优势。

朱从玖表示，扩区之后，将聚焦五
大功能定位，不断加强改革攻坚：

一是打造以油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
资源配置基地，聚焦能源和粮食安全，建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和油
气储运基地、全球一流的石化炼化一体化
中心和海事服务基地，成为我国大宗商品
跨境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示范区。

二是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重点
发挥宁波、杭州、金华义乌这些城市
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易货贸易等
新型贸易优势，全力拓展新的国际贸
易领域。

三是打造国际航运与物流枢纽，我们
浙江已经有一些顶层的规划，我们要大力
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
发展，支持全球智能物流枢纽建设，推动
海上丝绸之路指数、快递物流指数等成为
全球航运物流的风向标。

四是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加大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
规则、标准研究和实践，全面拓展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生活新服务等领域。

五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主要
是围绕新材料、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新
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成果
转化，建立关键零部件国际国内双回路
供应格局。

朱从玖指出，推动“五大功能定位”的
落地，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聚焦营造优
良的营商环境。一方面聚焦问题导向，以
问题导向来改造提升营商环境，便利一切
市场主体，让境内境外市场主体都能在自
贸试验区里有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积极
借鉴其他自贸试验区在营商环境打造上
积累的经验。浙江也要把“最多跑一次”改
革方面形成的好经验，在自贸试验区里不
断提升。

二是引进好项目。浙江自贸试验区聚
焦五大领域，招引优秀的项目，还要结合
省内创新创业基础，把创新创业企业在自
贸试验区里不断培养壮大。

三是推动“五大功能定位”的落地。要
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以设立指标体

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督查体系“四大
体系”来推动工作。

据了解，根据《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浙江自贸试验区
将在原先位于舟山的约 120 平方公里基
础上，再增加宁波片区、杭州片区、金义片
区。扩区后，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
将进一步拓宽——在目前的油气全产业
链建设之外，向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国
际航运物流、新型国际贸易拓展。

其中，金义片区35.99平方公里（含义
乌综合保税区1.34平方公里、金义综合保
税区1.26平方公里），将打造世界“小商品
之都”，建设国际小商品自由贸易中心、数
字贸易创新中心、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港、制
造创新示范地和“一带一路”开放合作重要
平台。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
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总体而言，此次《方
案》赋予浙江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
权，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对标国际先进
规则，加大开放力度，开展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方案》要求，浙江自贸试验区坚持以
“八八战略”为统领，发挥“一带一路”建
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着力打造以油气
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新型国
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数字经
济发展示范区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国新办举行京湘徽自贸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贸区扩区方案新闻发布会

义乌正式加入自贸区“朋友圈”

▢ 全媒体记者 王婷
通 讯 员 周东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税
务局获悉，今年截至8月底，义
乌减免各类企业的单位缴纳部
分社保费12.27亿元，惠及10.47
万户各类企业；为321户困难企
业办理社保费缓缴2861万元；
对正常缴费企业返还1-2个月
不等的社保费，特别是对制造
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
文体旅游业等行业返还2个月
的社保费，惠及2.8万户企业，已
返还社保费2.79亿元。同时，对
部分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减
免的差额部分，由地方财政予以
补助636万元。

义乌市博西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是一家电商企业，在线
销售家居日用品、饰品、床上
用品、工艺品。疫情让企业今
年一季度的销售额较去年同
期下降 13.7%。企业春节前购
进的一批新款工艺品摆件，因
为疫情导致销售惨淡，并占用
大量资金和库存，企业的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

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
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下发后，
市税务局第一时间通过“非接
触式”方式，借助国际商贸城各
区域的LED屏幕、手机短信、征
纳沟通平台等渠道滚动宣传小
规模纳税人减征优惠事项。义
乌市博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在小规模纳税人减征优惠政策
的帮扶下，已累计享受减征优
惠3.69万元，税负降低66.61%。

华鸿画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今年同样因为疫情影响，曾
面临订单暂停或取消情况，销
售额下降。得知企业困难后，税
务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驻
企业，开展“一对一”复工复产
指导和惠企政策辅导落实。今年上半年，华鸿画家居共享
受税费减免和政府补贴770多万元，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
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6月中旬后，海外需求回暖，前期暂停订单开始恢复
生产，华鸿在稳岗政策的帮扶下，迅速组织生产。同时，
公司及时转变客户群，开发新的国外市场。8月份，公司
订单出现井喷式增长，单月订单就超过2000万美元。目
前，华鸿画家居已基本复工达产。

义乌市场是全球小商品的“晴雨表”，连接着200多
万家中小微企业以及全球3800万采购商。在落实“稳就
业”“保市场主体”中，义乌税务部门紧紧把握阶段性减免
社保费的政策导向，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及时出台社保
费阶段性“减免、缓缴、返还、补助”的优惠政策组合拳，确
保各类缴费单位及时、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在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过程
中，义乌税务部门还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为参与疫情防
控的个人和企业送去税费减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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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文/摄

本报讯 9 月 19 日，商城集团旗下
品牌“义乌好货”与“爱喜猫”强势联
姻构筑的“义乌好货&爱喜猫旗舰店”
开业运行。该旗舰店位于义乌宾王 158
文创园 E 区，是商城集团倾力打造的
全国样板店，也是商城集团践行国家

“双循环”战略以及向综合贸易服务商
转型的重要支点。现“义乌好货”+“爱
喜猫”的联营模式，借助城市合伙人的
东风，已在宁夏、内江、汶川、泸州、南
宁、贵港等地成功复制。

据介绍，义乌好货&爱喜猫旗舰
店共同经营面积达 5000 平方米，以打
造全球潮品一站式批发零售为目的，
构建一个去渠道中心化的供应链创
新业态。此次开业，是商城集团“双循
环”发展战略中的阶段性成果，也是
该集团在品牌孵化领域迈出的重要
一步。

其中，“义乌好货”旗舰店面积近

3000 平方米，涵盖时尚潮品、母婴用
品、玩具、学习办公、休闲体育、针棉织
品、家居百货、五金生活等八大品类共
计 18000 余个商品，汇聚“质优价美品

全”的源头好货，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批发
零售协同、创新创意汇聚的共享贸易平
台；“爱喜猫”旗舰店面积约2200平方米，
商品涵盖美妆护肤、日化洗涤、母婴用品、

厨房用品、食品粮油、酒水饮料等六大品
类，共计 10000 多款。消费者可以在这里
实现一站式“买全球”。

开业期间义乌好货&爱喜猫旗舰
店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开业活动——
充 值 送 、幸 运 大 抽 奖 、砸 金 蛋 都 将 给
市民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同时
9 月 18 日 开 幕 的 义 乌 好 货·狂 欢 电 音
节 、9 月 19 日 启 动 的 小 丑 军 团 、二 次
元 cosplay 巡游、舞台表演、B 区“不熟”
打卡等配套活动，也将让整个宾王文
创全区的开业氛围拉到高潮。

在义乌好货&爱喜猫旗舰店开业的
同时，宾王 B 区、E 区同步开业。宾王文
创园 B 区作为服饰搭配优势行业的“义
乌好货”优先展厅，汇聚了 60 多家优质
企业，经营包括饰品、箱包鞋帽、化妆
品、针纺辅料等在内的 12 个品类；E 区
入驻有安素婚纱礼服轻奢馆、古茗、千
韵烘焙等 70 多家品牌经营主体，涵盖餐
饮服饰、数码电玩、教育培训、健身 SPA
等业态。

浓缩版“世界超市”一站式“买全球”

义乌好货&爱喜猫旗舰店投用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水牛角村”，
一步步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国际创客青睐
的“风水宝地”，近几年，后宅街道李祖村
的变化日新月异，已成为一个小有名气
的“网红村”。

职业经理人引进乡村治理新思路

村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近年来村
里的华丽蜕变，都离不开现任村支部书
记方豪龙。作为义乌市区一家知名家电
商场职业经理人，他既是村里发展腾飞
的领头雁，也是探索出一套全新乡村治
理模式的“最强大脑”。

2017年刚担任村支书时，方豪龙决
定先从整改村容村貌开始。那时，村口有一
个小水塘，村民经常去塘里洗拖把、洗马
桶，不仅不符合“五水共治”，还存在安全隐
患。于是，他先从这口小水塘入手，把水塘
改成生态洗衣房。但整改一开始，很多村民

反对，经过党员干部做群众思想工作，生态
洗衣房建起来了，村民们渐渐发现不仅村
里环境变好了，生活也更方便了。

水塘整改成功，方豪龙又马上着手
开始李祖村的危旧房改造。当时，村里有
一位60多岁的方大伯，一家三口住在30
平方米左右的两层木质结构危旧房，部
分主体结构木头已经腐烂，下雨天就漏
水。村干部劝他们拆除旧房，住到村里即
将新建的套房内，方大伯一家却表示喜
欢住在落地垂直房里。

对此，方豪龙带着村两委干部一次

次上门做思想工作，最终方大伯在同意
书上签了字。2019 年年底，一家人高高
兴兴地搬进了带车库的 144 平方米套
间，生活质量提升了一个台阶。“方书记，
你一定要到家里来吃顿饭，我要好好谢
谢你。”现在只要遇上方豪龙，方大伯总
是连连表达感谢。

众人拾柴让乡村经济变红火

如今，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生活的
李祖村村民，放弃了在城市的工作，
回到村里一边享受家乡的发展，一边

建设更美的家乡。
“以前我在市区做设计师，一年才回一

次家。现在村里越变越好，我干脆辞去了市
区的工作，帮助村两委一起为村里搞建设。”
村民方晓生谈起村里的变化，总是赞不绝
口。他发现，村里的生活不仅不比城市差，而
且业态发展越来越丰富，让自己的才能在老
家有了用武之地。

面对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村民看在眼
里、乐在心里。作为“德胜古韵”精品线上的
重点村，按照计划，李祖村需要建设一条约
2.5 公里的骑行线。而沿线新种果树需要征
迁，部分村民面临不小的经济损失。但当建
设方提出要对果树进行估值赔偿时，他们却
一致表示：“赔偿的事不着急，村里发展建设
更要紧。”

用诚意与智慧留住客人

随着硬件的提升，李祖村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投资目光。在后宅街道的指导下，李祖
村引入了“国际创客村”项目，地面要重新铺
设，自来水管、污水管要建设，村里破旧的房
子要修缮……实现蜕变，前期付出的“代价”
可谓巨大，村里最多同时有8个施工单位到
场施工。 （下转第二版）

李祖村：国际创客“网红村”的魅力蝶变
开栏的话

小康的成色和温度，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为记录好、呈现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壮举，展现建设“重要窗口”的生动实践，展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调研人员、媒体记者深入义乌城西、江东、后宅街道辖区
的七一、分水塘、青岩刘、李祖四个村进行采访报道。今天起，义乌商报推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专栏，记者将循着调研行足迹，把笔头
和镜头对准普通百姓，对准新时代的奋斗者、实干家，聚焦人民群众共建美好家
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充分反映我市为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而奋斗的
非凡历程、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阐释背后的根本动因、制度优势。

市民正在旗舰店内购物市民正在旗舰店内购物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日前，稠江街道杨村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内巡
逻时发现，在杨三工地旁有一堆生活垃圾被随意扔在地上。

“太没有公德心了！”路过的居民纷纷对此行为表示不满。
社区工作人员当即展开调查，通过垃圾袋中一张快

递单及社区监控录像，确定该袋垃圾为居民曾某贪图方
便随意丢弃的。当天，社区工作人员便上门对曾某乱扔垃
圾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曾某表示深刻反省错误，并写下
保证书，今后一定认真做好定时定点投放，不再抱着侥幸
心理偷偷丢放垃圾。

自今年6月15日起，杨村社区在辖区范围内设置10
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全面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在社区的
宣传带动下，辖区大部分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踊跃争
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为打造美丽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在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还是有部分居民抱有侥幸心
理，图一时方便将垃圾随意丢弃。”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截
至目前社区已处理6起居民乱扔垃圾案件。

后期，杨村社区将加大宣传力度，并通过辖区的监控
进行严密监管，不定时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开展
巡查，对未按要求进行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曝光。
同时，联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对乱扔垃圾个
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单位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
并计入信用档案。

稠江杨村社区
垃圾分类监管无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