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义乌市委主管主办

2021年9月

星期二
农历辛丑年
八月十五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79
邮发代号31-78

触屏版

新闻
热线

0579-85381110
0579-85360000

总第7348期 今日4版

2121
爱义乌

值班总编：吴全国 责任编辑：石晓平 校对：熊健兵

4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9月18日，记者从义乌海关
获悉，今年1-8月义乌市外贸进出口总
值2362.6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
18%，进出口额占浙江省总额的 9%，比
重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232.1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额的
11.7%；进口130.5亿元，增长68.9%，占全
省进口额的1.8%。

内外挑战并存、形势复杂多变，这
是今年外贸进出口面临的大环境；得益
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
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政策
叠加，市场主体以改革为帆，以贸易为
桨，乘风破浪，却是今年外贸进出口的
主基调。

“上半年，我们已经发了60万单，平
均客单价50元，同比增幅约60%。”位于
义乌金融CBD的促佳贸易公司创始人
周理志一脸轻松地告诉记者，7年前，他
在青岩刘做电商，从做速卖通小卖家的
痛点中找到商机，自主研发一件代发供
应链平台，目前已有团队800人，平台注
册用户超过50万。

通过对今年外贸进出口数据的分
析，记者梳理发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作用显著，依然拉动市场强力奔跑。
1-8 月，义乌市市场采购出口 1756.7
亿元，同比增长 30.0%，占义乌市外贸
出口总值的 78.7%，拉动义乌市出口
增长 21.0 个百分点。同期，一般贸易
进出口 557.4 亿元；“义新欧”中欧班列
增长迅猛，义乌海关监管“义新欧”中

欧班列进出口货物总值 214.1 亿元，同
比增长82.2%。

随着海外疫情得到缓解，全球与
义乌的贸易往来“重新上线”。据义乌海
关统计，1-8 月，义乌对非洲进出口
484.6亿元，增长16.0%；对东盟进出口总
值 296.6 亿元，增长 21.3%；对欧盟进出
口总值246.1亿元，增长24.4%；对美国、
印度、智利、墨西哥分别进出口240.1亿
元、94.0亿元、78.0亿元、70.2亿元，分别
增长12.3%、24.4%、110.2%、98.1%。同期，
义乌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
出口988.0亿元，增长13.9%。

从出口商品看，1-8 月，义乌市劳
密产品出口 879.4 亿元，增长 22.0%，占
义乌市出口总值的 39.4%；其中，服装
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分别出口 240.7

亿元、231.9亿元，分别增长29.5%、24.4%。
机电产品出口 830.8 亿元，增长 13.0%，占
义乌市出口总值的 37.2%；其中，二极管
及类似半导体器件出口 52.6 亿元，增长
449.4%；太阳能电池出口 52.3 亿元，增长
451.2%。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90.4 亿
元，增长 152.3%。此外，玻璃及其制品出
口 66.9 亿元，增长 29.8%；体育用品及设
备出口47.0亿元，增长25.3%。

从进口商品看，以进口消费品为主，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实现高
速增长。1-8 月份，义乌市进口消费品
101.3 亿元，增长 49.0%，占全市进口总值
的 77.6%。同期，进口机电产品 14.2 亿元，
增长 464.8%，拉动进口增长 15.1 个百分
点。此外，高新技术产品进口6.1亿元，增长
488.9%。

1-8月义乌外贸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8%
总额达2362.6亿元，占全省的9%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9月17日，随着阵阵轰隆声，福田街道祖科塘、
前上周两个农村有机更新项目同时开拆。

据悉，祖科塘、前上周位于环城北路以内，临近义乌植
物园，区位优势明显。但现有老村庄基础条件、居住环境已
经无法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群众有机更新意愿强
烈。对此，福田街道在完成安置地块选址、规划方案设计等
工作后，科学指导两个村启动农村有机更新工作。

自有机更新工作开展以来，两个村的村两委齐心协力，上
门走访，为群众答疑解惑，确保有机更新工作有序推进。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给有机更新工作开了个好头。其
中，祖科塘村拆的第一幢旧房是村委会副主任金永健的房屋，
为配合拆除工作，他在上月底就主动腾空搬离了旧房。

据了解，祖科塘现有人口1081人，487户，目前签约率
达 96.3%，旧房腾空率 70%；前上周现有人口 1031 人，417
户，目前签约率达95.5%，腾空率63%。为加快工作进度，两
个村在签约、腾空工作进展顺利的基础上，紧锣密鼓启动破
拆工作，对已腾空房屋进行集中拆除。针对一部分老人拆迁
后没有住处，村里统一安排了临时安置点，解决他们的后顾
之忧。

“根据街道计划安排，两个村拆除后将一起安置于前上
周区块，并按照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理念，高标准建
设新小区，使之与义乌植物园相得益彰。”荷叶塘共建委书
记吴元庆说。

福田街道两个村
有机更新项目开拆

中秋月圆日,万家团圆时。又到一年中秋佳节，商城大地到处洋溢着幸福团圆的喜乐氛围。香甜的月饼、
精彩的民俗、暖心的祝福……不同的形式，同样的团圆，人们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共度中秋佳节，串联起古今
相通的家国情怀和民俗风情。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
长王健带领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明察暗访。他强调，要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
弦，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直
面问题立行立改，压实各
方安全责任，从严从实从
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
决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

王健一行首先来到福
田跨境电商小微创业园、
博美时尚针织小微创业
园，随机抽查园区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深入车间，检
查组发现了消防通道不
畅、消防设备缺失等问题，
部分企业存在安全意识薄
弱、安全责任不实等隐患。
王健反复叮嘱企业负责
人，安全生产无小事，一定
要严防死守，时时敲响警
钟。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规
章制度，层层传导压力、层
层担起责任；要切实加强
安全管理，强化安全培训
和应急演练，提高自身保
障能力，以安全生产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针对发
现的问题，他要求检查组
列出清单、企业立行立改、
镇街逐条复查，确保不带
故障、不留隐患。

位于苏溪镇的天然气
苏溪应急储备站是我市唯
一一个具备天然气存储功
能的气站。王健与企业、站点负责人，围绕企业安全设施的
运行情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等内
容深入交流。王健指出，燃气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
市建设局要加强行业监管，相关企业要履行好主体责任，认
真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真正做到把隐患消灭
在事故前面。

佳庭汇是苏溪镇人流量较为集中的综合商业体，检查
组一行深入商场、消控室，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详细了解。
王健当场指出商场存在消控设施落后、管理不到位等安全
隐患，商务、消防、应急部门当即组成联合督导组，督促企业
限时消除安全隐患。王健强调，要切实抓好重点时段、重点
区域的消防安全工作，落实防火、防踩踏等安全防范措施，
坚决防止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安全事故。要按照统一高效的
原则，周密制定消防安全应急预案，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
度，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

王健一行还前往廿三里街道上社小区、下娄小区等地，
就出租房管理、餐饮单位燃气使用等情况进行随机检查，并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一交办、要求立即整改。王健强调，各
镇街、各部门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认真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不留死角、不走
过场，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实行安全隐患清单化管
理、表格式销号，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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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张旦萍 吴峰宇 龚艳 刘军 实习生 何佳骏

留学生学做月饼留学生学做月饼

陪伴老人共飨团圆饭陪伴老人共飨团圆饭

火热激情的非洲舞蹈火热激情的非洲舞蹈 为子弟兵送去中秋祝福为子弟兵送去中秋祝福

情满中秋 你我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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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市外事办、人社局、出入
境管理局和义乌工商学院国际教育学
院、商城集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
中秋，情满商城”中秋主题活动在义乌
国际商贸城举行。17名在义留学生参
加了活动。

活动分“外国人大讲堂”、留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制作月饼及中秋花灯、
传统乐器表演等内容。参与活动的留
学生兴趣高涨，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
吸引。

市外事办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
在招引留学生来义进市场体验中国传
统文化，开展贸易孵化活动，加强“新外
商”对中国文化认知，为共同建设浙江
自贸试验区作出贡献。

来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的留学
生 SOVI 曾在北京石油大学学习，中
文说得十分好。他表示，自己对义乌的
自贸区外国人工作“一件事”办理改革
举措很感兴趣：“线上一站式申请，线
下一窗式受理的业务办理模式，使我
们在义乌创业就业更加方便。毕业后
我打算留在义乌创业。”SOVI称，目前
类似中石油等这样的中国央企在土库
曼斯坦有许多投资项目，未来中土两
国贸易一定会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秋团圆饭，我们一起吃”

9月18日，在后宅街道金鹤村，由
后宅街道办事处主办、后宅街道社会
工作站承办的“一个人的团圆饭——
关心关爱空巢独居老人，助力共同富
裕”活动在金鹤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举行。现场，15 位低保户中的空巢独
居老人与几户弱势群体、困难家庭共
聚一堂，在中秋节前吃上了一顿特殊
的团圆饭。

后宅社工站在走访低保户及低保
边缘户的过程中了解到，部分村居有
较多的空巢独居老人和部分困难家
庭，有的没有家人，有的没有子女，社
会交往频次不高，生活较为孤单。为丰
富空巢独居老人的生活、助力共同富
裕，后宅社工站发挥青年委员及社会
组织力量，陪伴老人共飨团圆饭，送上
祝福，共度中秋。

“好吃，好吃，举办这个活动真是
非常好！”现场，老人张朝土品尝着美
味可口的饭菜，对这场特殊的团圆饭
赞不绝口。活动中，老人们脸上时刻洋
溢着笑容，场面十分温暖。此次活动，
除了满桌珍馐以外，后宅街道还准备
了月饼礼物赠送老人，餐后还有小游
戏、合影留念等环节。

中外商人中秋联谊

火热激情的非洲舞蹈、悠扬迷人
的尼泊尔传统歌曲、高亢清亮的婺剧、
动感十足的乐队弹唱……9 月 17 日
晚，一场中西合璧的中外商人中秋联
谊会在义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主办、市涉外
服务中心承办，来自韩国、马来西亚、伊
拉克、乌克兰等国的外商齐聚一堂，在
轻松愉快氛围里共庆佳节、共享良宵。

活动中，市商务局、市委改革办、
商城集团等相关负责人就进出口政
策、自贸区政策、综保区政策等为中外
商人做详细说明。

祝福送军营

9月20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携同义乌赛宝公司以及“义乌老吴”等爱
心人士，携带义亭月饼等土特产前往驻
义雷达某部，慰问看望官兵，送去义乌人
民的中秋祝福。

留学生在义庆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