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超3万亿元

2017年
年 1 0 月 1 3日

星期
期五

农历丁酉年八月廿四

总第5959期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申铖 于佳欣)
商务部1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
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0561 . 9亿元，同比增长
9 . 8%。
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
服务出口为9266 . 9亿元，增长4 . 4%；进口为
21295亿元，增长12 . 2%；逆差为12028 . 1亿元，
同比扩大19 . 1%。
针对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务
部服贸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逆差主要集中于旅
行、运输等传统服务领域，新兴服务领域进出口
基本平衡。
数据显示，我国新兴服务领域进出口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前8个月进出口总额达927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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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10 . 6%。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
出口增长较快，前8个月进出口额达2056 . 9亿
元，增长25 . 7%。
传统服务领域增长平稳，
前8个月进出口总
额达21059.4亿元，
同比增长9.4%。
其中，
旅行继续
保持我国服务进出口第一大领域，
增长7%。
此外，在离岸服务外包方面，前8个月总额
达2799 . 9亿元，增长7 . 5%，占新兴服务出口的
比重达71 . 2%。其中，数据分析、互联网营销推
广和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
同比分别增长452 . 4%、124 . 9%和91 . 9%。承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503 . 2亿元，增
长25 . 4%。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完成离岸服
务外包2562 . 9亿元，占全国的9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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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巨擘绘宏图
——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浙 江 的 探 索 与 实 践·改 革 篇
盛秋平在检查维稳安保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攒商报记者 陈晓文 谭祉潇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委书记盛秋平带
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检查维稳安保和安全
生产工作。他强调，安全是第一责任，要牢
固树立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的
安全意识，
切实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平
安维稳各项工作，坚决打赢平安建设攻坚
战，以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国庆、
中秋双节刚过，
位于北苑街道的
二手车交易市场内人头攒动。来到二手车
交易市场，
盛秋平边走边看，检查二手车营
业场所车辆存放是否规范、逃生通道是否

畅通等安全问题。
在二手车交易中心，
盛
秋平与窗口工作人员、办理群众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办事流程、办事体验等情
况。
盛秋平指出，
要严格落实市场经营者
和二手车交易经营主体责任，加强规范
化管理，确保二手车交易市场安全运营，
促进二手车市场健康发展。
在绣湖小学教育集团春华校区，盛
秋平一行实地查看了校园保安监控值班
室、食堂、消防通道等场所，并向校方详
细询问食材采购、
食品加工、
运输过程等
方面的监管情况。
盛秋平表示，校园安全
工作责任重大，校方对学校安全工作要
常抓不懈，自觉完善安保人员及相关监

控设备，
加强日常管理和安全宣传教育。
油库安全管理责任重于泰山。盛秋
平来到中石化义乌油库，
检查储罐区、
控
制室，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和值班情况。
检
查中，盛秋平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要高
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政府相关部门要
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确保安全监管
不断档、
不空位；
企业要认真落实岗位责
任，
加强对员工的业务培训，积极开展安
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
盛秋平还前往城西街道众泰饰品有
限公司，
了解企业安全生产中的人防、
技
防、物防等方面情况。他指出，企业要时
刻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位，确保责任

落实，完善制度保障，把安全生产工作落
实到每一个细节，有效消除各类安全生
产隐患。
盛秋平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
中央和省委、金华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实战的状态和扎实的作
风抓好当前维稳安保和安全生产工作。
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保平安保安全保民
生各项工作，狠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严
格落实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实现安全发
展，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推进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监管，确保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
市领导楼国康、李东方陪同检查。

廉政婺剧《徐文清公》
在省委党校上演
攒商报记者 张静恬 文/摄
本报讯 10月10日，廉政婺剧《徐文清
公》
在浙江省委党校精彩上演，校院学员和
教职工共600余人观看了此次演出。
据悉，
这是廉政婺剧
《徐文清公》
首次在
浙江省级机关上演，
也是省委党校在推进党性
充分
教育方式方法创新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
挖掘本土特色，
将地域元素、
戏曲元素等融入
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徐文清公》
让广大学员和
教职工在感受婺剧这一传统文化之美的同时，
又集体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文化教育。
市政
据介绍，
《徐文清公》
由义乌市委、
府出品，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联合监制，由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演
出。徐侨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理学
家、清官，义乌人。
《徐文清公》
以历史记载徐
侨为官生涯中的几个真实故事为基础，
通过
“谏君”
“减赋”
“惩贪”
“赈粮”
“拒敌”
“归隐”
一系列主体事件，
贯串一条与南宋权奸史弥
远针锋相对的矛盾主线，
塑造了一个心系黎
民、
不畏权贵、
反腐惩贪、
廉洁自律，以实心
行实政的古代清官形象。他的廉政思想既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独特又具实效，
据悉，
《 徐文清公》于2016年3月进行
编排，自同年8月起已陆续在义乌、金华、
杭州等地进行20多场公演，反响热烈，广
受干部群众好评。

攒商报记者 王婷
本报讯 昨日，历时18天、横跨欧亚
大陆运行1万多公里，装载汽车零部件、
食品、电器等欧洲制造产品的X8053次
中欧班列从德国杜伊斯堡顺利抵达义乌
站。编挂在机车第一箱位的是载满吉利
伦敦电动汽车公司的TX5汽车零部件
(样件)，这是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
限公司首次搭乘“义新欧”国际铁路运输
英国进口汽车零部件样件。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总
投资72亿元的吉利义乌新能源整车项
目，于去年11月在赤岸南青口区块正式
动工以来，计划在2018年投产下线首款
TX5增程式纯电驱动汽车。如今，该项目
正在抓紧开展样车开发、试制，当前急需
进口成套散件用于对标测试和环境适应
性测试、性能参数进行测试和国产化样
件试制工艺对比、零部件装配匹配等。
据吉利义乌新能源整车项目总监金
国君介绍，进口零部件通常采用海运、
空
运模式。空运周期虽短却成本高昂，同样
的一个货柜，
需要20万元左右；
海运成本
低却周期长，
需要50天左右时间，
影响项
目产品研发进度。通过“义新欧”中欧班
列，运费不到空运的四分之一，运输时间
则比海运节省了60%，
在该项目急需样件
研发测试条件下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此次经
“义新欧”
国际铁路大通道进
口首个集装箱顺利抵义乌达，
标志着吉利
新能源进口件物流网络实现了铁路、海
运、空运所有物流模式的全覆盖，将大大
缩短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试制周期，
促进
吉利义乌新能源整车项目尽早建成投产。
“未来，吉利义乌新能源整车项目投
产后，通过‘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输零部
件到英国考文垂工厂有望常态化。
不用到
宁波、上海周转，义乌将成为物流集散中
心，零部件在这里生产，并通过‘义新欧’
走向欧洲，走向全世界。”金国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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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大学
迎来建校30周年
攒商报记者 龚盈盈

民生为本 共建共享幸福义乌
攒商报记者 金萌 刘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
要经济指数，
更要幸福指数。
初心不忘为民生，
唤来雨露润万家。
为
“民生改善早一天也是好的”
承诺，
五年
兑现
来，
市委市政府把民生民享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实现了老有所养、
幼有所教、
病
有所医、
残有所助、
贫有所济，
广大人民群众
更多更公平地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
商城
聚
大地留下了一串串政府解民忧、惠民生、
民心的坚实脚印。
五年来，
全市社会民生得以有效改善，
民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8 . 2%，教育、医
疗、文化和社保支出分别是前五年的2倍、
2 . 6倍、1 . 8倍和1 . 9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 . 5%和10 . 2%，城
乡收入比1 . 99：1。2016年我市人均预期寿
命80 . 38岁，比金华地区高0 . 47岁，位居全
省前列。
经济发展、
人民富裕、发展均衡、
社
会和谐，在奋力谱写“两个高水平”恢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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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伟大征程中，义乌正率先冲刺。

老有所养 好日子越过越舒坦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一系列惠老政
策“爱映夕阳”！全市形成了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化养老
服务体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社会化养
老“义乌模式”
。
居家养老，欢乐无限。几乎每天上
午，家住稠城街道词林社区的陈兴福老
人都要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选
择中心提供的“助洁、助餐、助医、助浴、
助行、助急、助办、助法、助乐”等“九助”
服务。老人们都说，来到养老服务中心，
欢乐就是多。2013年起，我市全面开始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设，市财政给
予全过程经费保障。如今，
各镇街共建成

全省十个百分点。
养老补贴，
生活无忧。
高龄老人生活
补贴制度已全面建立，
分别给80周岁至89
周岁、
90周岁至99周岁、100周岁及以上
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元、100元、500
了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496家、居家
元的长寿保健补助金，累计发放高龄补
养老服务站230个，为老人提供读书看
报、康复治疗、
文化娱乐、就餐等服务，
其
贴4100万元。为60岁以上低保、低收入
中就餐服务已经惠及2万多名老人。
家庭中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
社会养老，
温馨体贴。
我市出台了支
务补贴，按每人低保标准的2 . 5倍标准
持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 支付给提供入住服务的养老机构，接受
着力培育社会办养老机构。省内单体规
居家养老服务的，按每人每年5400元的
模最大的养老机构——
— 义乌市怡乐新村
标准支付给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机构
“公建民营”(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由民间
或个人。
资本经营)，800多位老人在公寓楼里享
逐年完善提高的养老保障体系、医
“ 公建民营”、 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让老年人
受着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民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已有四家。到目 “越活越年轻”，义乌长寿老人呈现逐年
前，全市养老机构共有床位5100多张， 增加的趋势。截至到目前，全市60周岁
总投资5 . 16亿元、规划新建床位2420张
以上的老年人有16万人，80周岁以上的
的9个镇街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正加速推
老年人有2 . 37万人，90周岁以上有2536
进，明年投入使用后，
全市每千名老人拥
人，百岁老人66人，分别比五年前增加
了2%—10%。
(下转第五版)
有养老床位数可望达到50张左右，高于

本报讯 昨日，喜迎党的十九大暨义乌老年大学建校30
周年成果汇报会在老年大学新校园举行。市领导倪建均、陆品
能、颜新香、杨桂芳参加汇报会。
30年来，
市老年大学秉承
“增长知识、
丰富生活、
陶冶情操、
的办学宗旨，
从初创时1间教室、
2个班级、
增进健康、
服务社会”
64名离休干部，发展到现在29个专业、45个班级、2600余名学
员，
成为多学制、
多学科、
多层次的老年教育阵地。
在不断发展壮
大中，
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服务老同志中，
老年大学通过教
学活动弘扬了主旋律、
传播了好声音、
传递了正能量。
会上，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陆品能对老年大学30年来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肯定。
他说，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
要继
支持老年大学工作，
共同为提升老年大学办学水平而努力。
续坚持政治化建校、
坚持规范化治校、
坚持开放化办校、
坚持特
色化兴校，
把义乌老年大学建设成为让老年人老有所学、
老有所
教、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的一流老年大学。
会上还表彰了获得“春
蚕奖”和“突出贡献奖”的教
师和优秀专业学会。以“诗书
画影抒情怀、喜迎党的十九
大”为主题的市老年大学教
学成果、服务社会成果展同
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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