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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全媒体记者 王婷

“再过几天，厂里订购价值约2000
万元的印刷全开机就运到了，有了这台
机器产能将大幅提高，增加值有望达到
1000多万元。”11月7日，在稠江街道凯
创印刷包装产业园的生产车间，看着连
轴转的机器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义乌
卓品彩印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德对未来
发展充满期待。

自去年8月入驻凯创印刷包装产业
园以来，“卓品彩印”的产能不断扩大，
今年将成为园区第一家“小升规”企
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自己的企业就
能实现质的发展，在陈明德看来，主要
得益于“凯创园”积极打造“区块链+”
发展模式。

目前，“凯创园”共有38家企业。为
了整合资源，发挥优势最大化，助推园内
企业发展，园区推出了原材料集中采购、
固废统一回收、订单集成、第三方支付等
一系列举措。但这些在不少小微园并不
鲜见。于是“凯创园”推陈出新，利用“区
块链”技术，将每项举措“捆绑”在一起，
形成供应链金融闭环，打造全新的义乌

“小微园4 .0”版本。
“在印刷企业生产成本中，原材料的

采购占比最大。以企业抱团形式对外集
中采购，使得成本大大降低。以每吨100
元的差价测算，至少能为企业节约20多
万元的采购成本。”陈明德说，今年以来，

“凯创园”还源源不断地为园区企业送上
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订单；为解决印刷
企业普遍存在的“账期战线长”痛点，园

区还提供了第三方支付服务，为企业解
除后顾之忧。

对企业而言，园区推出的每一项举
措，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但同时，对园
区而言，每一项福利的背后，则是一笔独
立运营的成本开支。

“在原材料集中采购过程中，企业需
要支付费用给园区；而固废统一回收时，
园区则又需要支付费用给企业。这两者之
间是一个循环。此外，园区在为企业送订
单的时候提供的第三方支付，则是另一个
资金流循环。”“凯创园”相关责任人阮志
成说，在这一系列循环过程中，园区导入

“区块链”技术，实现企业不需要掏“真金
白银”，只需通过“区块链”线上数据的流
转，既解决了独立运营开支大的问题，也
大大降低了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与此同时，“凯创园”积极与台州
银行、义乌农商银行开展合作，给予企
业授信，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
痛点，实现授信额度更高、门槛降低、
流程更简便，让小微企业融资时间成
本从3个月变成实时到账。

“‘凯创园’称得上是‘区块链’推
动金融创新、助力小微企业园运营的
典型场景。”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小微园1 . 0版本是做房东，2 . 0是
做物业，3 . 0是做服务，而4 . 0是做生
态。在区块链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实
践的过程中，义乌打造“小微园4.0”版
本也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这将进一步增
强企业对园区的黏性，有力助推构建一
个企业与园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小
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

攒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
2019年稻田杂草防治工作培训会暨
现场观摩会开到了田间地头里，助力
农户水稻增产丰收。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佛堂镇塔山
村、廿三里街道华溪村农田现场，通过

曝反面典型、树正面样板的形式，提醒
农户要按照技术要求做好杂草防治措
施，促进来年水稻实现增产增收。“水
稻田除草失败，说明杂草对于某些除
草剂已有抗性，除了重新补打药剂，
还要进行人工除草。”现场，后宅街
道水稻种植大户吴大伯就前期稻田
杂草防治失败后，如何采取补救措
施做了经验分享。

现场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
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每位种粮大户
发放了技术资料，并对与会人员提出
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与会人员边
听边看，积极交流讨论，对如何科学
正确地开展水稻除草工作及防治工
作不到位对水稻减产等知识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此外，农技专家针对不
同的草相、如何选择不同的除草剂、

最佳的施用时间及施用量等方面
提供了参考依据。

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
深入基层一线，抓好2020年水稻
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控、做好农
药化肥减量增效等工作，切实推
动稻田杂草防控，确保来年水稻
增产丰收。

攒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11月6日，在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
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会展业国
际经贸论坛上，义乌与北京、
上海、南京、西安、郑州、南
昌、大连等城市荣获“2019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会展名
城”中国会展业“金熊猫”大
奖，义乌是唯一一个获此殊
荣的县级市。

据悉，第二届中国会展业

国际经贸论坛经商务部批
准，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指 导 ，世 界 贸 易 网 点 联 盟
(WTPF)、意大利展览及贸易
展览协会 (AEFI)主办。本届
论坛以“会展链接世界”为主
题，是第二届进博会期间会
展业领域唯一配套论坛，在
官方服贸领域配套活动中位
列第一。设立中国会展业“金
熊猫”奖，旨在表彰为中国经
济建设做出不懈努力的中国
会展机构。

积极打造“区块链+”发展模式

义乌迈入“小微园4 .0”时代

攒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本报讯 11月4日，商城集团国际
商贸城第二分公司党支部前往“赤岸西
海”精品线结对村八石村开展走访，以
现场体验的调研方式，寻短板、找不足、
谋发展，并积极嫁接市场商会资源，引
进户外设施项目，助力景区发展。

为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稳步推进“至美大陈”“赤岸西海”

两条精品线建设，今年3月，商城集团
专门制订了“一村一支部”结对共建方
案。国际商贸城第二分公司党支部结
对赤岸镇八石村。

过去，八石村没有任何产业，村集
体收入几乎为零。国际商贸城第二分
公司党支部与八石村结对后，共同挖
掘村庄的自然生态、项目产业、人文景
观等资源，八石村以众筹众创的方式
建起了西海龙山风景区。针对景区开

业后知名度不高、人气不旺的实际，国
际商贸城第二分公司党支部充分发动
市场经营户与商会，为赤岸西海龙山
风景区引人流聚人气。

“自从与国际商贸城第二分公司
结对后，村民谋发展的底气和信心足
了！”看着村里的变化，八石村党支部
书记陈荣春十分激动。他说，西海龙山
风景区开业后，八石村越来越热闹，随
着“党建+和美乡村”精品线深入推

进，八石村今年摘掉了薄弱村的“帽
子”，村集体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周
边村落借势挖掘商机，纷纷开起了
民宿和农家乐。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西海
龙山风景区每天客流超千人次，日
均营业额超10万元。如今，八石村
基础设施完善，村民生活安居乐业，
村集体年收入近40万元，成为赤岸
镇一张闪亮的旅游“名片”。

攒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王亦斌

本报讯 为解决商标转让
公证服务需求增多的难题，日
前，市公证处充分开发“互联
网+政务服务”公证服务产
品，推出“商标在线公证”微信
小程序，实现商标转让公证一
次不跑。

据了解，商标转让公证，
是指商标的申请人或者使用
人自愿将申请中的商标使用
权或者已经取得注册证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转让给他人，
向公证处提出申请，公证处
对其真实合法性予以审查，
并出具公证书。在商标转让
前进行公证，对转让人和受
让人都有好处，既维护了双
方的合法权益，也省去了转
让过程中及转让后的很多不

必要的麻烦。
原先，办理商标转让公证

需当事人跑公证处一趟，当场
办理出证大约需等待两个小
时。目前，市公证处已实现“商
标在线公证”微信小程序全程
网上办理，公证书电子邮件送
达，线上办理出证最多只需20
分钟，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公证办理。

操作过程中，只需打开
微 信 并 搜 索“ 商 标 在 线 公
证”，进入小程序，办理流程
简单快捷，只需四步。注册登
录(手机号快捷登录)；在线办
理 (选择用户身份、实名认证
/活体检测、填写信息/提交
材料、签署文书等 )；业务跟
踪 (受理询问/意愿录制/股
东协议、审核、付款等手续)；
下载公证书 (公证书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当事人)。

攒全媒体记者 吴雯

本报讯 日前，在“活力青
岛——— 全国名家看青岛作家交
流会”上，义乌商报时评专版《群
言堂》、杂文专栏《光洲评论》受
到与会专家、作家的好评。

据悉，此次活动由青岛市
作家协会、人民日报社《讽刺与
幽默》、《杂文月刊》杂志社、浙
江省杂文学会共同主办，来自
全国各地的50多位杂文作家

和报刊编辑，围绕“迎接杂文
新时代、绽放青岛新风采”的
主题，深入研讨新时代的杂文
创作。

座谈会上，本报《群言堂》
《光洲评论》编辑杨光洲应邀介
绍了开办杂文、时评专版、专栏
的思路与做法。与会专家、作家
对《群言堂》《光洲评论》差异发
展、力求深度、拓宽广度、内容
为王及树立品牌的发展思路予
以高度肯定。

攒通讯员 傅强 陈飒飒 李咏峰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本报讯 11月7日，义乌农
商银行工作人员来到佛堂镇
蟠龙花园二期，为200余名外
来建设者现场办理代发工资
社保卡。

据介绍，该工资社保卡与
市劳动监察大队联网，能动
态监测每月工资发放情况。
若出现工资未按月足额支
付，系统会发出预警，市劳动

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将上门进
行处理，切实保障外来建设
者的工资权益，让其能够安

“薪”工作。同时，外来建设者
使用该卡可享受水电费代扣
优惠、9元观影、九折乘坐公
交等优惠。

另据了解，截至目前，义乌
农商银行已累计发放市民卡超
70万张，开通线上市民卡自助
发卡、开卡11753张；开通新生
儿申领市民卡业务，完成“新生
儿出生一站式联办”4709件。

进博会上传喜讯

义乌荣获中国会展业“金熊猫”奖

义乌商标转让公证实现全程网办

名家会聚青岛研讨杂文创作

本报《群言堂》《光洲评论》受好评

义乌农商银行为外来建设者
办理代发工资社保卡

调研解难题
深化“三服务”

助力水稻增产丰收

农技专家田间地头“把脉问诊”

“一村一支部”结对共建聚合力
国际商贸城第二分公司党支部助力八石村发展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来临在即，
全市各大电商企业积极备战，在备足
货源的同时，有的实行智能化电子标
签引导管理，有的提前告知买家优惠
政策，有的对热销产品进行预包装。

与此同时，义乌邮政快递业“双十
一”备战工作也已就绪。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各快递公司临增车辆1805辆、
收派人员1630人、操作人员3130人、客
服633人。

全媒体记者 盛庆乐 骆红婷 文/摄

“双十一”

我们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