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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基多11 月13 日电 由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刚刚出
版就亮相正在厄瓜多尔二百年文化中心举办的第
十届基多国际书展，
受到业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厄瓜多尔文化与遗产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帕斯
米尼奥日前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受人敬仰的中国
领导人，厄瓜多尔各界对中共十九大召开后中国
的发展道路十分关注。她认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是厄瓜多尔人了解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
要参考文献。帕斯米尼奥说，她读过《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西文版)一书后很受启发，希望能尽快看
到第二卷西文版的出版发行。
本届书展中国展台主要展示主题图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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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代市长尹学群来我市调研

攒商报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昨日，
省政协副主席
张泽熙率住浙全国政协委员来
义，
就“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大战
略，高水平构筑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
情况开展考察调研。
省政协原
副主席汤黎路参加考察，金华市
领导陶诚华、邱建中及我市领导
盛秋平、林毅、葛国庆、季金甫、吴
伟兴、何文飞，市政协秘书长杨善
民陪同考察。
今年以来，我市根据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加快做好“义”字
文章，增强“义乌码头”连接全球
资源的能力，打造“一带一路”建
设支点城市，扎实推进“义甬舟”
大通道建设各项工作。在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目前，我市内
外联通大通道建设有序推进，
“义
甬舟”大通道辐射范围进一步扩
大；国际陆港城市建设加快推进，
一批重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建成
投用；口岸功能日益完善，对外开
放能级进一步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一行首先来到
云驿小镇，实地考察了顺丰快递、
申通快递产业园，详细了解我市
物流业发展情况。委员们认为，
义
乌物流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氛围浓厚，物流新业态、新模式、
新动能不断涌现，为对接“一带一
路”筑牢了基础支撑。随后，委员
们又马不停蹄前往义乌铁路口
岸、
义乌港，听取“义甬舟”、
“义新
欧”
两大通道建设情况介绍；参观
了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了解我
市进口贸易发展情况。
委员们对我市“主动对接‘一
带一路’大战略，
高水平构筑义甬
舟开放大通道”工作所取得的成
绩予以充分肯定。
委员们建议，
要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继续围绕“义甬舟”
开放大通道物
流组织体系建设要求，深入推进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国际物
流通道，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把义
乌国际陆港打造成为“义甬舟”
和
“一带一路”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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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文学、少儿读物、语言学习等 5 个类
别的近 200 种精品图书。其中刚刚出版的党的
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党的十九大报告
辅导读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将
改革进行到底》
《法治中国》
《大国外交》
《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等重要主题图书是首次在海外
集中展出。尤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的中英文版图书成为中国展团一大亮点，受到
各国参展商以及当地媒体、读者和社会各界的
关注。不少厄瓜多尔读者专门到中国图书展台
询问如何购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
基多国际书展由厄瓜多尔文化与遗产部主
办，是拉美地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谋划大平台 发展大项目
努力在都市区发展大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攒商报记者 龚艳
本报讯 昨日，金华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尹学群来到我市，
调研重大平台、
重大项
目情况，充分肯定我市重大项目谋划招引
工作和干事创业精神风貌。他强调，
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沿着
“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谋划大平
台，
发展大项目，
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努力在都市区发展大局中作出更大的
贡献。
金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晓参加
调研。市领导盛秋平、林毅、季金甫、王新
锋、张雷分别陪同调研。
尹学群一行首先来到森山健康小镇。
森山健康小镇聚焦以铁皮石斛为特色的大

健康产业，融合现代农业、智慧工厂、休闲
旅游、养生养老等功能特色，致力于打造
“养生、养老、养心、养性、养德”的“五养公
社”。尹学群指出，要以产业为基础打造大
项目，从一株仙草发展成一片仙湖，推动产
城融合、
景城融合，
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协
调发展。
尹学群听取了我市综合交通、物流产
业发展情况等介绍，实地调研了 03 省道改
建工程(上佛路—金东区界段)和佛堂至孝
顺公路工程(五洲大道延伸工程)等规划中
的金义都市区重要干道和国内公路港、深
国际项目现场。
他指出，要以对接融入综合
交通廊道为载体，着眼未来、提高站位，大
手笔规划设计，
实现多规合一，谋划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加快金义都市区交通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他强调，物流业辐射带动力
强，已成为都市区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要
积极培育引导，依托项目推动物流业整合
提升，集聚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江湾区块有机更新项目现场，尹学
群实地查看，详细听取项目情况汇报。
他对
我市开展有机更新、低小散乱整治给予充
分肯定。尹学群强调，要按照都市区的标
准，谋划重大区块和项目，进一步优化生态
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为浙中生态廊道建设
打好坚实基础。尹学群一行还考察了义乌
捷克小镇拟选址现场。尹学群表示，义乌捷
克小镇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项目，要创新思路，充分利用金义综保区和
义乌保税物流中心优势，努力做好进口文
章，促进义乌市场转型升级。

这几年，义乌不断招大引强，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纷纷落户义乌。尹学群一行先后
来到华录北邮科技园、光源科技小镇等地
调研，听取重大项目介绍。尹学群与华录北
邮科技园、哈工大机器人科技园、中航新
能源、华灿光电、爱旭太阳能等单位的负
责人和专家细致交流项目技术、投资等
情况，每到一地都仔细询问还有什么困
难 、对 政 府 服 务 有 什 么 建 议 。尹 学 群 指
出 ，义 乌 招 大 引 强 发 展 大 项 目 ，丰 富 了
“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点石成金”的“义
乌经验”内涵，要继续放大“市场+制造”
优势，在巩固提升传统市场同时，培育壮
大先进制造业，强化创新驱动，做好产业
配套和生活配套，打造千亿产业、百亿企
业，力争形成更多更优的产业集群。

金华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来义
就浙中生态廊道建设进行视察

攒商报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金华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黄锦朝带队，
副主任金中梁、
张荣贵、
陶国兴、
陈志身等一行来我市视察浙中生态
廊道建设工作。
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我市
领导陈秀仙、徐江琦、
朱有清等陪同视察。
黄锦朝一行来到佛堂镇实地查看廊道
沿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去年以来，
佛堂镇

立足实际，
坚持
“规划引领、
项目支撑、
管理为
要、
融合互促”
方针，
以古镇风貌为基、
双林文
化为魂、
商埠精神为脉，
全面开展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
切实改善生态面貌。
视察组对我市
在浙中生态廊道建设中取得的成效表示肯
定，
并一致认为佛堂镇城市品质日益提升，
已
成为浙中生态廊道当中耀眼的新星。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组听取
了浙中生态廊道建设情况汇报，并与部分

金华市人大代表进行交流。视察组指出，要
增强看齐意识，站在全局的高度，顺应新时
代发展趋势，深刻理解浙中生态廊道建设
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强化生态廊道建设
使命担当，不断提高谋划推动项目的能力。
要进一步提升建设理念，加强规划建设管
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创
新导向，积极打造浙中生态廊道。要合力推
进全域联动，树立精品意识，坚持监管并

举，努力撬动全域“美丽产业”发展。要牢固
树立“共建共融共享共赢”理念，全民动员
齐参与，落实责任，加压奋进，展现作为。要
紧密结合人大实际，切实把十九大精神贯
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和建设上来，充分发挥
人大职能作用，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研
究，对重点工作的跟踪推进，主动为保障廊
道建设尽心尽责，突出人大优势、发挥人大
作用、展现人大作为。

挥毫泼墨宣传
十九大精神

看马拉松：
这些事项要了解
4版

昨日，稠江街道楼下村在文
化礼堂开展了“我喜爱的一句十
九大报告”书法交流活动。活动
现场，书画家们奋笔疾书，创作
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 打铁
必须自身硬”等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书画作品，赢得现场群众
的赞赏。
商报记者 龚盈盈 摄

“义马”
完赛奖牌出炉
4版

萧皇岩下织锦绣
——
— 上溪镇萧皇塘村美丽乡村建设侧记
3版

昔日创业
“店小二” 而今电商
“大掌柜”

今日观察

下王一区
有污水直排青口溪

攒商报记者 吴峰宇 骆红婷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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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冬风，逐梦朝阳。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是经济活力之源，
也是转型升级之道，
更是当前义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抓手。
“这是一座空气中都充满商机的城
市。
”
这是创业者蔡开健对义乌的评价。
“国际商贸城是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
的天堂，货品款式新、质优价廉，经营户义
利并举，是我们初创者根植生发的沃土。”
这是创业者周亮对义乌的赞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如春之潮涌、
夏日麦浪、秋之收割、冬日之火，在商城大
地汇成一曲逐梦“创时代”
之歌。

创业沃土 梦想花开
“生活如同骑行，你需奋力向前才能保
持不倒。
”在位于长春商业街的义乌市唯路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门口显眼处，贴着爱因

斯坦的这句名言，这是该公司创始人、80
后创业者蔡开健最喜欢的一句话。
2015 年，蔡开健的团队将世界三大设
计奖之一的德国“红点奖”收入囊中，成为
现场少有的“中国面孔”之一。他亲手设计
的自行车智能手机架，和古古美美的 M4
手提式蓝牙音响等一批国内创新设计产品
一起，
进入了获奖名单。
义乌创二代王瑜，硕士研究生学历，家
人都希望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深受义
乌创业创新和经商氛围影响，王瑜在上海
工作了一年后，
决定回到家乡创业。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正
如马云所说的，王瑜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
憬，带着颠覆行业的雄心，踏上了创业的漫
漫征程。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他已在淘
宝、天猫等线上平台开出了 10 家店铺，月
销量达6 万余单。
……
11 月 13 日，在长春商业街的一栋楼房

内，记者见到了蔡开健。现在的他，已经从
昔日的电商“店小二”长成了“大掌柜”，担
任着义乌市唯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和“首席粉丝官”。
在很多熟悉的人眼里，蔡开健是一个
谋求转型的成功商人，一个不满于现状、
总
尝试着改变的“创客”，一个获得红点奖
的优秀设计师。现实中的蔡开健也正是
如此——
— 2007 年开始到义乌创业，开办
外 贸 公 司 ，专 门 从 事 五 金 、机 械 出 口 ；
2011 年外贸生意遇到了瓶颈，开始“二次”
创业寻找新商机，并在一次骑行中收获了
产品设计灵感，将灵感转化为设计、将创意
转化为产品。
热爱生活、崇尚骑
行，是蔡开健获得设计
灵感的最佳捷径。从三
亚到海口再回三亚，他
在一次说走就走的环岛
旅行中，在欣赏沿途美

景的同时，迸发了一次奇思妙想——
— 设计
一款自行车智能手机架。
有梦想，就要努力去实现。回到义乌
后，蔡开健召集两名骑行好友开始设计产
品外观。
“产品开发初期，我们根据产品的
规划和定位进行前沿性的设计，同时对所
设计的产品造型风格进行研究性的探索。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又复杂，外观设计草
图改了又改。”蔡开健说，先期设计由于没
有太多的限制与束缚，他与团队其他成员
开始进行疯狂的“头脑风暴”。经过充满曲
折的努力，产品外观设计在巧妙构思中逐
渐定型，最终成功申请了专利。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