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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全媒体记者 黄玉洁 文/摄

近日，记者来到卡米来的办公
室。“我是新义乌人。初来义乌，只有
满腔激情和梦想。是义乌成就了我
的精彩人生，我爱义乌。”初见卡米
来，他如是说。

在这间装修风格较为中式的办
公室内，随处可见15年来他与义乌
的深深联结：样品间堆放着许多国
际商贸城经营户送来的样品，会客
厅摆放着他从农贸城淘回来的热带
鱼，书架上陈列着多年来在义获得
的荣誉证书。

听得懂一些义乌话，时常翻看
英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今
年44岁的卡米来已然成了新义乌
人。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他，聊起义
乌市场滔滔不绝。

被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吸引

2005年，卡米来第一次踏上义
乌的土地。“最初从朋友口中听说

‘义乌有个很大的市场，有来自全球
各地的采购商，大家都从这儿采购
一些物美价廉的货品’。”卡米来闻

风而至，发现来义采购的外国商人
很多，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生意的
味道。最吸引他的是，义乌的贸易采
购方式十分灵活，可以拼柜。于是，
他马不停蹄地采购了一批糖果、玩
具、饰品等小商品。很快，他采购的
商品在伊拉克被抢购一空。从几个
月来采购一次，逐渐变成一个月来
一次，后来他干脆留在了义乌。

对于义乌市场，卡米来这样描
述：“在义乌有一个很大的‘福田’市
场，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成千上万的
商家。整个市场被划分为A、B、C等
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又包含多个
楼层，每层都有不同的商品售卖，包
含玩具、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五
金产品等，可以说凡所应有、无所不
有。伊拉克人的很多生活必需品，我
们都是从这里进的。”

随着外贸生意越做越大，2007
年，卡米来在义乌创立了自己的外贸
公司。一开始只有两三位客户，通过老
客户带新客户，他的生意慢慢有了起
色，步入了正轨。如今，他主要从事玩
具、饰品、日用品、机械设备等产品的
出口贸易，年贸易额达到数千万元。

今年，卡米来还创办了自有
酸奶品牌，通过制造醇厚无添加
剂的家乡风味酸奶让更多外商享
受到原汁原味的家乡美食。“我是
个吃货，喜欢美食也喜欢做饭。后
来，在朋友的建议下，办厂做起了
家乡风味的酸奶。”卡米来说，这
只是生意上的小打小闹，但让他
非常有成就感和满足感，许多人
都夸他家的酸奶味道好。

“这些年，义乌的营商环境
越来越好，小商品更加丰富多
元，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最关键
的是，无论国际贸易形势如何
发展变化，义乌市场一直都保
持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且还在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
对我们生意人来说是最幸福的
事。”卡米来说。

“新义乌人”当起“老娘舅”

“志愿者”“老娘舅”“新义乌
人”……如今的卡米来与义乌的
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里的多重
身份让他忙得不亦乐乎，而他也
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

“我一直认为，我们来义乌不
应该仅仅是为了赚钱，还要尽自
己所能去帮助其他人过上更好的
生活，为这座城市更好的发展尽
一份力。”为此，卡米来加入了义
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美
丽义乌促进会，平日里积极参加
献血、助学、慰问等公益活动。

7月中旬，卡米来正式成为
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外
籍调解员。两只握着的手围成

“红心”，周围点缀着绿色的橄榄
枝，这是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徽章图案。神圣的徽章
代表着一份负责。尽管没有任何
报酬，可卡米来格外珍惜这份兼
职工作。

“义乌是一座国际化城市，来
这边做生意的外国人非常多。当
外商遇到纠纷找到调解委的时
候，一进门，看我一个外国人坐在
那里，就会有一种亲近感和信任
感。”卡米来说，“对事不对人”是
他的原则，每次他都会认真听双
方倾诉，尽可能多地收集交易单
证、来往信息等证据，尽量帮助双
方沟通调解。

卡米来的诚信和责任心，让
越来越多的外商主动找上门来。
联系酒店、签证问题，虽然咨询的
事很琐碎，但他乐此不疲。“帮助
外商就是帮助义乌，也是帮助自
己。”卡米来坚信，只有义乌好自
己的外贸生意才能更好。

“你眼中的义乌是什么样子
的？”这是8月24日卡米来在一场
商务沙龙中的发言主题。对此，他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义乌是我的
第二个家，我喜欢它的包容性；喜
欢义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餐厅和
酒吧；喜欢义乌便利的交通，飞机
和高铁可以快速通往世界各个角
落，城市BRT快捷干净；喜欢在
义乌购物，商场和夜市产品齐全；
更喜欢义乌的环境，治安好，有着
良好的经商氛围和商业机会。”

卡米来：创业在义乌 乐当“洋娘舅”

攒全媒体记者 曹晓蓉

据监测，“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
中小商品周价格指数本周为100 . 46
点，环比上涨0 . 06点，场内直接交易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 .09点，网上交易
价格指数、出口交易价格指数、场内订
单交易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下跌0 . 63
点、0.45点、0.19点。

本周高温天气持续，床上用品类、
拖鞋类、小家电类等夏季解暑产品行
情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入秋后，秋冬季
产品也开始加速上市，服饰类、鞋类等
产品北方客商采购增多；开学季来
临，纸制品类、文教用品类、书写工具
类行情上扬，后市可期。15大类价格
指数11涨4跌，护理及美容用品类、
钟表眼镜类、针·纺织品类、箱包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五金及电料类、日
用品类、玩具类、工艺品类、鞋类、服
装服饰类11个大类出现上涨，最大涨
幅为2 . 19点。在97个二级类别中，上
涨比例为37%，下跌比例为28%，持平
比例为35%。

本周价格指数分行业来看，箱类
为104 . 2点，小幅上调。近期，箱类产
品销势平稳，以小额订单采购为主。暑
期旅游旺季带动场内轻便拉杆箱行
情，线上、线下行情平稳；带有卡通图
案的拉杆箱行情趋旺，此类拉杆箱外
表为棱面造型，使图案更具立体感，
黑白双色的主题将可爱与时尚相结
合，价格虽然比同类稍贵，但仍受到
国内客商喜爱；各地开学在即，学生行
李箱需求增多，色彩丰富的个性化产
品颇受欢迎。

音像器材类本周价格指数为
100 . 76点，走势趋稳。内销方面，无线
蓝牙耳机、声控语音报号蓝牙耳机、手
机K歌麦克风、视频摄像采访麦克风、
无线麦克风、游戏麦克风等产品较为
热销；壁挂蓝牙CD机、播放器汽车CD
机等产品以老客返单为主，批零两旺。
外销方面，全景灯泡摄像头、高清电视
摄像头、电脑自动对焦视频摄像头等
产品较为热销，销往非洲、南美洲等
地；铝合金迷你支架、手机平板折叠金
属支架，销往世界各地。

办公用品及设备类本周价格指数
为101 . 11点，小幅回升。开学在即，办
公产品迎来采购高峰。塑料文件夹、夹
板、文件包、拉链文件袋、文件套、塑料
文件柜等产品整体行情平稳，以老客
补货为主；国庆临近，国旗类产品销势
突出；账册、会计报表、凭证、各类胶
水、针钉类、办公刀剪、夹子类、起钉器
等产品以国内零售商采购为主；奖杯、
奖状、奖牌等销量保持稳定。

测量工具类本周价格指数为
101 . 9点，小幅上涨。受9月开学经济
影响，各地采购商积极备货。塑料直
尺、塑料三角尺需求稳定，金属直尺、
金属丁字尺、竹制直尺等专业尺类由
于使用范围有限，行情较为平淡。外销

方面，三角尺、直尺、量角器组成的
尺类套装深受外商青睐，主销中东、
非洲等地区；量角器及学生圆规等
各种测量工具产品销量整体走高。

手部饰品类本周价格指数为
101点，微幅上调。内销方面，民族
风类格桑花编织手链、木珠编织
手链、施华洛世奇元素水晶手镯、
韩版简约四叶草多层手链、S925
圆珠造型手链、满天星多层合金
手链、14K金淡水珍珠手链等产
品销势喜人；小叶紫檀类佛珠手
串、各类星月菩提手串、男士钛钢
手链、编织类男款手链等男士手
部饰品备受采购商青睐。外销方
面，手部饰品类外销情况整体走势
平稳，合金戒指、亚克力戒指、绳编
DIY类手部饰品较为热销，主销中
东、欧美等地。

美术工艺品类本周价格指数为
100 .39点，微幅上调。近期，美术工
艺品行业走势平稳，场内人气趋旺，
部分产品价格略有上调。内销方面，
仿真地皮、草类、仿真绿色树、人造
盆栽盆景等订单较多，销势喜人；窑
变瓷器、储物罐、陶瓷招财猫等品种
丰富、形态各异，颇受客商青睐。外
销方面，立体画、油画、镜框等框架
类美术工艺品主销欧美；新款雕塑
类、小型树脂工艺、软陶冰箱贴、合
金小挂件等产品销势良好，主要销
往中东、欧美等地。

服饰类 本 周价格 指数为
100 .03点，持续上调。内销方面，棉
袜成为近期销售主打；渔网袜、魔术
袜、仙女裤、光腿神器等，受到年轻
女性的青睐；人造棉、含羊毛成分的
围巾销量较好，线上、线下行情平
稳。外销方面，以品牌女式袜类最受
欢迎，各类短袜和连裤袜仍是销售
主打；围巾销售方面，主要以涤纶围
巾、人造棉围巾为主，主销欧美、日
韩等国家。

宠物用品类本周价格指数为
100 . 3点，有力上扬。内销方面，伸
缩牵引绳、金属锁链牵引绳、尼龙
牵引绳、尼龙及真皮项圈、尼龙背
带、宠物背包、宠物航空包等宠物
产品成交量持续增加，以电商供
货为主；宠物窝、宠物垫、宠物沙
发、多层猫爬架、宠物衣服等秋冬
季宠物产品行情回暖。外销方面，
宠物玩具类产品如磨牙棒、逗猫
棒、玩具球、玩具鼠等产品销量平
稳，以东南亚地区、日韩以及欧美
地区老客返单为主。

充气玩具类本周价格指数为
98 . 97点，走势趋稳。内销方面，传
统充气玩具如加厚橡胶儿童充气跳
跳马、大号充气企鹅不倒翁、动物造
型充气锤子等销量略有上扬，水上
充气玩具如水上行走滚筒、水上浮
床等成交量也持续增加，经营户对
后市继续看好。外销方面，近期充气
玩具外贸略有下滑，儿童充气游泳
水池、充气音乐跳跳马、充气皮球等
产品为行情主打，主要销往南美洲、
非洲及东南亚等地区。

秋冬产品加速上市
“开学经济”行情上扬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本周价格指数上涨0 . 06点

为满足自然人社保费医保费征缴需求，不断优化缴费服务，自2019年9月1日起，义乌市城乡居民
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医保费将采用浙江税务集中版两费征缴软件征缴。软件上线后，缴费人可通过
缴费协议签订 (可签约银行详见附件1，已签缴费协议无需重签)、银行收现、支付宝、电子税务局、税务
大厅窗口办理等多种渠道进行缴费，方便快捷。8月29日-8月30日暂停办理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
的缴费业务，8月31日-9月1日切换系统，9月2日正式上线。软件上线后，原社保公共支付平台缴费功
能不再使用，缴费人的电子税务局、支付宝等缴费操作流程请扫描二维码 (二维码见附件3)，也可拨打

12366或办税服务大厅、各税务分局咨询(具体地址及联系电话见附件2)。
特此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义乌市税务局

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义乌市医疗保障局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关于集中版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医保费征缴软件上线运行通知

序号 银行名称
城乡居民养老

可签约银行

城乡居民医疗

可签约银行

灵活就业人员

（医疗、养老）可签约银行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 √
2 工商银行 √ √ √
3 义乌农商银行 √ √
4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 √
5 建设银行 √ √
6 农业银行 √
7 中国银行 √
8 交通银行 √
9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
10 杭州银行 √
11 金华银行 √
12 台州银行 √
13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
14 中信银行 √
15 招商银行 √

附件1

义乌市个人缴费可签约银行

注：上表中打“√”的为可签约银行。

序号 办税服务厅名称 对外公开咨询电话 地址

1 义乌市365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 0579-85212366 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300号(365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2 义乌市国际贸易服务中心税务窗口 0579-85212366 义乌市福田街道银海路399号(国际贸易服务中心2楼)

3 义乌市佛堂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 0579-85212366 义乌市朝阳东路91号(佛堂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4 义乌市税务局稠城分局延伸服务点 0579-89907058 义乌市稠州北路369号514、516办公室

5 义乌市税务局开发区分局延伸服务点 0579-85116095 义乌市丹溪北路699号3017办公室

6 义乌市税务局商城分局延伸服务点 0579-85359556 义乌市福田路105号海洋商务楼708办公室

7 义乌市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延伸服务点 0579-85111271 义乌市稠州北路369号附楼307办公室

8 义乌市税务局佛堂税务所延伸服务点 0579-85865862 义乌市佛堂镇双林路203号

9 义乌市税务局苏溪税务所延伸服务点 0579-85921135 义乌市苏溪镇好派路111号

附件2

义乌市各办税服务厅地址及联系电话
附件3

电子税务局

操作手册

支付宝操作手册

逛市场 观商情

指数风向标

攒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实 习 生 季品娴 文/摄

本报讯 8月26日，由中国小商
品城商会主办的义乌市首届葡萄酒
盲品大赛决赛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
城举行，来自国际商贸城一区等6
个赛区的36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比拼，蔡金峰、杜莹、
章胜和三人分获冠、亚、季军。

据介绍，本次大赛从8月8日开
始，至8月25日结束，分初赛和决
赛，比赛场地为国际商贸城一区、二
区、三区、四区、五区及篁园服装市
场，比赛日为每周四、周六，时长2
小时。按照比赛规则，每个赛区参加
品酒人数为50人，比赛时间8分钟，
每人可品鉴三款葡萄酒，比赛选手
使用标准答题卡，写出红酒所属国
家、品种、产区、年份，答对分别得2
分、4分、3分、1分。同时，6个分赛区
决出冠军1名、亚军2名和季军3名，
总决赛决出总冠军1名、亚军1名和
季军1名。

┩蹈的

卡米来，1976年出生，伊拉

克商人，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外籍调解员。2005年，

来到义乌采购货物。2007年在

义创办了外贸公司。今年，跨界

创办酸奶品牌。在义乌经商生

活十多年，他帮助调解贸易纠

纷，积极参加交通文明劝导、爱

心献血、看望孤寡老人等志愿

活动，用实际行动反哺这座自

己热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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