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标自贸区 干实试验区 高质量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 值班总编：吴全国 要闻评论部主编/责任编辑：石晓平 电话：0579-85381055 版式设计：郭剑铮

中共义乌市委主管主办

新闻
热线
15057912345
0579-85381110总总第第66771133期期 今今日日88版版

国国内内统统一一刊刊号号CCNN3333--00007799
邮邮发发代代号号3311--7788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十一月初八

2019年12月333日 触 屏 版官方微信

义乌商报数字报：http://szb.ywcity.cn
网上投稿平台：http://tg.ywcity.cn

攒全媒体记者 王婷 通讯员 龚耀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围绕新兴产
业、优质项目持续奔跑招商的同时，坚持
优服务、抓项目、拼效率，做好项目的落
地服务，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管家”，以
优质服务换取先进生产力，成功推进了
一批企业顺利开工、建成、投产，促进义
乌工业转型升级。

当好服务管家 育好创新动能

今年下半年，开发区引进了上海常
仁AI健康机器人项目。该项目立足大健
康，运用大数据，能带来一批“高精尖”人
才，能有效推动义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但在签约落地过程中面临着注册地、
装修、融资等一系列难题。

为帮助企业更快更好落地，开发
区秉持“管家”理念，针对更改注册地
的困难，对接市场监管局，通过向原注
册地发函等措施，帮助企业完成注册
地变更。为企业对接装修设计人员，召
开装修协调会，充分保障水电供应。并
为企业在装修期间提供临时办公场
所，保障企业在装修期间也能顺利开
展工作。此外，还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融
资难题。在做好“生产管家”的同时，
开发区也做好“生活管家”，结合创业
成长企业特点，为其量身定制公寓楼
员工住宿入住政策，提供住宿、餐饮、
休闲等全套生活服务，解决企业员工
生活之忧。

当好解难管家 实现供需两利

易换骑电动自行车锂电池项目是
开发区今年从苏州引入的10亿元以
上项目。随着厂房装修完成，设备入
场，即将开始大规模量产。但该公司生
产的充电柜钣金如果都从苏州通过物
流运送，时间和物流成本都比较高。

开发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帮忙
梳理园区内现有企业，发现恒邦建筑
因其变频器产品需要，自身具备钣金
生产配套能力，便迅速帮助“易换骑”
联系区内企业恒邦建筑，讲明企业需
求，并陪同进行实地考察。在开发区协
调对接后，两家企业初步达成技术对
接合作意向。

通过牵线搭桥，仅用4天就解决
了落地企业面临的难题，一举多得将
钣金需求在本地消化，为“易换骑”大
规模生产提供保障，为“恒邦”打通新

利润来源，也为就近打造配套产业链奠
定基础。

当好规划管家 解开发展束缚

迪士尼服装、服饰生产项目由香港
君億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落地于开
发区柯村。项目地块原为某印刷公司所
有，是带有地上建筑的熟地。在地块转
让手续都顺利完成后，企业发现对照新
设计的厂区规划方案，原有的厂区面积
相对局促，设备放置空间过于狭小，不
利于实际生产。

开发区主动对接，经过多番实地考察
和会议讨论，发现临近厂区的一亩闲置地
正好能满足规划方案需求。双方迅速达成
一致意见，将该闲置地也归入企业建设范
围。此外，开发区还对企业的规划方案提
出新的修改建议，解决集装箱车顺畅进出
厂区的问题。开发区急人所急，用一亩边
角土地，解放了企业的发展空间。

攒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我们和好了。”近日，在
大陈镇东塘区域红峰村村委会主任家
里，村民张某和傅某齐声说。这对因建
房问题积累了20余年矛盾、一年上访
30余次的“邻里冤家”总算握手言和。

矛盾的化解，得益于大陈镇东塘区
域共建委的“区域答疑分析例会”。东塘
区域共建委每月召开区域答疑分析例
会，通过梳理各村疑难问题、分享强村工
作经验、区域共建委班子成员分包认领
等办法，根据问题实际限时办结销号。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推行区域共
建委建设。区域共建委在镇(街道)党
(工)委领导下，合理划分区块，由镇街
干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内外
先进人士等力量组成，以简洁高效的
机制统筹“四个平台”、群团组织、“两
新”组织、重大项目运营组织等各类基
层组织资源力量，落实中心工作、推进
重大项目、解决疑难问题，致力于提高
基层治理水平。

目前，市14个镇街共建成区域共
建委53个，实现450个村全覆盖，各
个区域共建委在镇(街道)党(工)委的
统筹下协同作战，形成多层级、全覆盖
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强村带弱村、大
村带小村、先进带后进，最终实现农村
均衡快速发展。

义亭镇上滕村环境卫生考核一直处于全镇下游水平。义亭镇
聚合上滕村、下滕村、西楼村、下店村、早溪塘村、先田村等6个村，
建立路北区域共建委。各村以党员交叉联系上滕村农户的方式，每
月集中抽派30名党员，由各村支部书记带头，义务到上滕村开展
房前屋后整治和垃圾分类工作。截至目前，路北区域共建委共联合
整治上滕村的房前屋后难点18处，拆除违法建筑6处，打造美化小
景点5处，帮助上滕村环境卫生考核跃升了多个排次。

据统计，自推广实行区域共建委以来，各镇街累计开展“区域
联席会商”176次、“治村导师巡诊”54次、“乡贤助智”327人次，帮
助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536件。

攒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通 讯 员 陈宇枫 冯建民

本报讯“越来越人性化，
想不到在办事大厅还可以‘赊
账’。”上溪镇刘大爷是我市政
务服务“容缺信封”机制的直接
受益者，对该项政务服务新举
措连连点赞。

刘大爷年逾八旬，且有听
力障碍。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
口受理人员骆倩兰在资料审查
过程中，发现异地奔小康申购
审批表内容有涂改，当即通过
电话联系到了上溪镇审批负责
人，确认审批内容真实有效后，
骆倩兰启用了容缺机制，现场完
成了对该宗申请的受理。

两天后，义乌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收到了刘大爷寄回的容缺
信封，确认资料符合登记要求
后，工作人员有序进行了审核、

登簿、制证等手续，证书于当天
通过EMS邮寄到刘大爷手中。

据了解，“容缺信封”是窗
口在遇到申请人提交申报材料
不齐或存在缺陷时，在完成现场
受理的同时向其发放“容缺信
封”用以补全材料的一项便民机
制，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补齐
或补正申报材料并装入“容缺信
封”，由指定的快递公司免费上
门收寄。由于不动产登记工作专
业性强，申报材料涉及面广，即
便在受理人员严格执行一次性
告知及首问人责任制的情况下，
还是有很多办事群众无法一次
性交齐全部申报材料，造成了多
次往返窗口的情况，而“容缺信
封”机制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群
众办证过程中的痛点。

自11月份不动产登记中心
启用“容缺信封”机制以来，至今
已受理“容缺信封”机制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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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义乌样本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推行“容缺信封”机制

以服务力换生产力

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好服务企业“大管家”

陈尚灯：13年坚守成就“汽修匠人”

对标国际一流 优化营商环境编者按：
择一事，专一生。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蓬

勃、忘我、执着，把一个简单的工作
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去完成，至
精至诚，止于完美。他们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是
城市崛起的脊梁，他们是美好生活
的营造者。

幸福源自奋斗，平凡造就不凡，
在一个个普通的日子里，他们不忘
初心、默默无闻、埋头苦干，脚踏实
地做真人，精益求精做业务，一个个
感人事迹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坚持、坚守、坚强，汇聚成火
焰般的力量，点燃着每一位义乌人
创业发展的激情与活力，他们是新
时代最美的人。为了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突出反映义乌各
行各业技术能手的风采和“匠心精
神”，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义乌匠心
故事》栏目，集中报道一批典型代
表，讲好他们平凡而高尚的故事。

攒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汽车维修行业是一个追求“工匠精
神”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作为行业内的

“匠人”，汽车维修技师们需要静下心
沉住气，精心雕琢，不断完善，享受着
产品和工艺在自己双手中升华的精神
满足感。

义乌时代斯巴鲁售后技术总监陈尚
灯，把“工匠精神”传承发扬得淋漓尽致。
日前，在2019年斯巴鲁全球售后技能大
赛中，陈尚灯一路过关斩将，荣获斯巴鲁
全球技能大赛第一名。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2019年斯巴鲁全球售后技能竞赛
于 11月 13日在日本神户举行，美国、
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巴西等 15个国
家的斯巴鲁售后技师参与了此次比
赛。义乌时代售后技术总监陈尚灯代表
中国选手参赛。

经过层层比拼、激烈角逐，陈尚灯以
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与娴熟的操作技
能，取得2019年度斯巴鲁全球售后技能
竞赛冠军，体现了一名匠人高超而又扎
实的技术实力，同时也是国人首次在此
项比赛中夺得的全球性冠军。

“维修这行业，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陈尚灯谦虚地说，他能有幸参加全

球性的技能大赛，也圆了他从小的冠
军梦。据介绍，他在参加全球比赛前，
曾经获得华东地区斯巴鲁技能大赛
第一名，然后又在华东、华南和华西
大区域的竞赛中脱颖而出，取得第一
名的佳绩。

学无止境 自学成长

2006年，陈尚灯从浙江交通技师
学院毕业后到宁波一家汽车厂当学
徒。两年后，他孤身一人从宁波来到义
乌，先后到丰田、奔驰和大众4S店从
事汽车维修工作。2012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陈尚灯经熟人推荐来到斯巴
鲁4S店工作。

“从小我就喜欢汽车维修行业，立
志当一名高级的技师。”陈尚灯告诉记
者，他虽然离开学校，但从没间断过理
论学习，自学完成了高等数学知识。他
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特别好奇，记得
小时候，妈妈买给他一辆汽车玩具，他
就动手将玩具拆除，又安装回去。“那
时就在心中种下了理想。”

在学习过程中，陈尚灯十分注意
细节，而且一丝不苟，即便是清洗螺丝
这样的枯燥工作，他都认真记录每一
颗螺丝钉的大小、长短。久而久之，任
何一颗螺丝放在手里他都能准确判断
其安装部位。也许在别人看来，清洗螺

丝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对于陈尚
灯而言，这样的小事恰恰是学习维修技
术的关键。同样，在学习发动机拆装时，
他也非常注重反复练习，增强手感。

一晃过了三年，他每天下班回家，
就拿起与汽车有关的书籍自学。三年下
来，他自己都不记得翻阅了多少书籍，
用他的话说：除了晚上睡觉时间，空闲
时间都与书为伴。

凭着求知若渴的初心和不断超越
的激情，陈尚灯在汽车修理技术上进步
神速。由于陈尚灯平时工作认真、刻苦，
业务精进，他被选中参加浙江斯巴鲁技
能比赛。为了把握这次机会，他不厌其
烦地打开笔记本翻阅工作中所记录下
的每一个难点案例，认真学习，细心体
悟，以此让自己成长和进步。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最终，陈尚灯
在浙江斯巴鲁技能比赛中，取得了第一
名的好成绩。

做事先做人 技师成总监

做事先做人，凭着这种理念，陈尚
灯的品行在公司有口皆碑。

2016年，公司领导经过慎重考虑，
认为陈尚灯不仅技术过硬、业绩突出，
而且乐意帮助其他维修技师、人缘口碑
好，决定提拔他为技术总监。

（下转第三版）

昨日，全国第八个交通安全日
到来之际，义乌高速交警四大队走
进义乌铁路客运站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现场，高速交警对高铁候车区乘
客进行“高速行车请牢记”等知识普
及，并开展高速安全行车注意事项
图片展，倡导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
明出行。

全媒体记者 吕斌
实 习 生 王安 摄

交通安全

文明出行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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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
在义乌收获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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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召开
“两代表一委员”座谈会
就2020年政府工作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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