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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记者昨日从杭州市政府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中国
（杭州）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暨
数字贸易交易会将于10月20日
至22日在杭州举行。

这是杭州第五年举办以电
商为主题的展会活动。本届博
览会将以“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
统领，围绕数字经济、新零售等
时下热门话题，开展数字经济与
进口、消费等深度融合的交流，
全力推进杭州国际电子商务博
览会品牌打造工程。

今年博览会首次以 EBE
china的品牌形象全新亮相，大会
确定了“新零售·新商业·新消费”
为主题，通过展示展现、交流分
享、合作体验等方式，促进传统商
业的转型和市场消费的扩大升
级，引领国际电子商务和零售业
发展趋势，全力建设“成果展示、
创新启发、经验交流、应用推广”
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本届电博会分为论坛、展
览、活动三大板块，预计展示面
积达到 3万平方米，展位 1000

个，将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商及零
售业企业200家，成长性电商及
零售企业500家，接待观众数量
超过20万人次。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杭州市电子商务增加
值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0.1%，
占全市GDP比重达10.49%，实
现网络零售2214.5亿元，占全省
的33.2%，占全国的5.4%。杭州
综试区历经3年的发展，在制度
和管理方面不断创新，共引进跨
境电商企业1400多家，累计注册
资金229亿元。

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首
届2018中国浙江数字贸易交易
会相关情况。

本次交易会以“数字浙江、
贸易全球”为主题，围绕数字经
济领域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产
品和新技术，设置全球买卖、全
球付、全球游、全球运、全球创等
板块400多个展位，计划邀请国
内外知名电商及零售业企业200
家，省市代表团20个，成长性电
商及制造企业500家，国内重要
金融、投资机构100家，努力打造

“国际数字贸易”的生态圈。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
道 9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
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尹德明
带领全总调研组一行，来我省
调研宁波北仑工会工作。省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才
方，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兆都，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翁鲁
敏等陪同调研。

宁波“北仑经验”是全总
确立的基层工会改革建设的
一面旗帜。12日上午，尹德
明一行先后来到北仑集运基
地、宁波现代物流园区、吉利
汽车北仑生产基地调研。

在北仑集运基地，尹德明
一行考察了集卡车司机入会
服务工作。为营造充满人文
关怀的入驻环境，打造温暖和
谐的大家庭，2015年，北仑集
运基地成立工会联合会，全力
打造“集卡司机之家”特色服
务体系，为停靠、入住的广大
集卡车驾驶员提供全方位优
质服务。集运基地工会联合
会以“建家、强家、暖家”为主
线，以服务为基础，吸引集卡
车司机实名制入会，并建立工
会联合会会员数据库，实施动
态管理。

在宁波现代物流园区，
尹德明先后参观了“集卡司
机之家”展示园地和“GPS”
特色工作展示厅等，详细了
解了园区工会组建、会费管
理、职工权益维护等方面的
情况，着重听取了关于园区

“集卡司机之家”特色工作品
牌建设、集卡运输行业和集卡
司机人群发展现状的介绍。
近年来，针对集卡司机这一特

殊群体，北仑工会因地制宜，
组建行业工会，通过各种方式
吸引集卡司机入会，并充分发
挥工会的功能，加强集卡司机
会员的管理，设计各种形式的
教育培训和服务活动，促进了
队伍的稳定，增强了集卡司机
的凝聚力。

在吉利汽车北仑生产基
地，尹德明详细了解了工会服
务职工、经费保障、职工技能
培训等情况。浙江吉润汽车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现有会
员2935人，工会以服务价值
升级转型为指引，强组织建
设、促活力升级、引向上文化、
筑服务体系，通过服务关心、
活动暖心、文化贴心、制度入
心、职工放心的“五心”举措，
维护职工权益，关爱职工幸
福、促职工发展成长。

下午，尹德明一行来到北
仑大碶街道灵峰社区，参观了
社区职工文化中心，重点查看
了大碶高档模具及汽配园区
模拟沙盘、职工书屋等，听取
了职工文化中心运作和工会
服务活动开展情况的介绍，并
与基层工会干部代表和外来
务工人员亲切交谈。

尹德明对北仑工会工作
表示肯定。他指出，北仑工
会基层基础扎实，服务内容
实在。集卡车司机入会、职
工服务阵地建设等工作真正
体现了工会工作的群众性，
让一线职工感受到工会就在
身边。尹德明希望北仑各级
工会要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工会的
服务能力，夯实工会基础，激
发工会活力。

记者潘仙德报道“省委车俊
书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工厂车
间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在建
设工地认真铺砌好每一块砖瓦，
在三尺讲台教授好每一堂课程，
在医院病房看护好每一位病人，
在实验室里操作好每一项测试，
用自身的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
响带动身边的同事和家人，在全
社会营造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追求卓越的敬业风尚。
我作为劳模，更要在本职岗位上
发扬劳模、工匠精神，用劳动托起
浙江更美好的明天。”省总工会兼
职副主席陈美芳在衢州和职工们
一起学习贯彻省工会第十五次代
表大会精神时动情地说道。

9月12日下午，由省总工会、
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
动美——劳模工匠精神进企业进
校园”活动第二场，“乘坐”衢州市
总工会第21期“工情直通车”，开
进红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活动现场回
荡着激昂的报告声，不时博得阵阵
掌声，听讲的职工们还抢着举手回

答主持人的提问……来自衢州市绿
色产业集聚区90多家企业的170多
名职工代表聚集在一起，认真学习贯
彻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

身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
劳模，陈美芳在列车上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当选省总工会兼职
副主席后，她又义不容辞地担任

劳模工匠精神宣讲团主讲，进企
业宣传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精神。陈美芳是杭州客运段甬广
车队的业务员，曾做过10年列车
长的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
领悟大会的精神实质，从工会组
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讲到

“八八战略”“两个高水平”和“四

个强省”“六个浙江”，要求广大职
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大力倡导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使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
造性劳动成为社会正能量。

阿尔诺维根斯（衢州）特种
纸有限公司职工姚琴告诉记者：

“听了美芳姐姐铿锵有力的发
言，很感动，她把自己的本职服
务发挥到极致，她的热忱，她的
个人魅力深深地触动到了我，感
谢她为我们广大职工上了这么
好的一堂课。”

另一位宣讲团成员，衢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篷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工会委员姜佳佳，向在场的职工
谈了自己参加省工会第十五次代
表大会的心得，她说：“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史济
锡在会上提出的‘工会干部+积极
分子+社工+志愿者’的基层工会
队伍结构，不但体现了对基层工
会的重视，更是工会工作创新思
路的方向。”姜佳佳说，她作为企
业代表，要多层次、全方位贴近基

层职工，倾听职工呼声，吸收优秀
职工代表，让企业工会真正成为
基层职工的“娘家”。

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柯城区人民医
院ICU室主任医师陈玮在回答一
位职工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作为
一名医生，救人是我的天职，没有
遗憾！我的工作就是跟死神赛
跑，跟时间赛跑，对我来说遗憾的
就是病人送到医院里太晚，或者
是病人倒下去的时候，却没有人
马上上去救治。”陈玮还提醒广大
职工平时在工作时，要注意维护
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像机器一
样需要保养。

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邓升祥说：“听了报
告会，感受深刻，心潮澎湃。首先，
对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会
议主题和会议精神有了深入的了
解和领会，为今后的工会工作指明
了方向；其次，听了陈美芳副主席
的宣讲，让我真正认识到，工会工
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贴近实际去
开展，只要真心为职工为群众服
务，就一定能赢得掌声。”

本报讯 通讯员吴虹 记者何
悦报道 受内需旺盛、降低关税等
因素影响，我省 8月份进出“两
旺”，进口值、出口值双双创下历
史新高，带动前8个月我省进出
口、出口、进口增速均列沿海主要
外贸省市首位。

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1~8
月我省进出口总值1.84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10.2%
（全国增长9.1%）。8月份，我省
进出口总值 2627.8 亿元，增长
16.0%。其中，出口1975.4亿元，
增长12.3%；进口652.4亿元，增
长29.2%。

1~8月全省外贸进出口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

单月出口规模已连续4个月
高位运行。1~8月，全省进出口、
出口、进口值规模继续保持全国
第4、3、6位，分别占全国同期的
9.5%、13.2%、5.2%，出口值占全
国份额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

从5月份开始，我省单月出口规
模一直处于高位，6月份开始出口
增速逐月提升，8月份出口突破
1900亿元规模，创下单月出口值
的历史新高。进口值自今年1月
首破600亿元后，8月份创下历史
新高。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增速高于整体，对欧盟、美国进
出口稳中有升。1~8月，我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
5853.7亿元，增长12.4%，占全省
进出口总值的31.8%，占全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
的 11.0%。其中，出口、进口值分
别增长7.8%、30.7%，增速均高于
全省整体水平。同期，我省对欧
盟、美国等市场进出口分别为
3656.9 亿元、2950.0 亿元，增长
6.8%、8.1%，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比重分别为19.9%、16.0%。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态势良
好，出口、进口均同比提高。1~8

月，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32万
亿元，增长12.3%，占全省进出口
总值的71.6%，同比提高1.3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1.06万亿元，增
长 8.9% ，占 全 省 出 口 总 值 的
77.9%，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进
口2561.6亿元，增长28.9%，占全
省进口总值的53.8%，同比提高
3.2个百分点。

高新产品出口增速高于整体
平均，机电产品出口继续增长。
1~8 月 ，我 省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5925.4 亿元，增长7.7%，占全省
出口总值的43.4%，同比提高0.4
个百分点。

11地市进出口值绝大多数保
持增长态势。1~8月，全省11地
市中宁波、杭州、金华进出口规模
稳居前三，进出口值分别增长
13.3%、2.3%、9.8%；金华、台州出
口增速较快，分别为 10.1%、
9.7%；舟山、温州进口增长迅猛，
分别增长63.2%、46.4%。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为确保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
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近期,省
食药监局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
展了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工
作。本次抽检在确保城市、农村
全部覆盖的基础上，加强对食品
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城
乡接合部、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等
重点区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专项抽检共抽取茶叶及相
关制品、糕点、酒类、粮食加工
品、肉制品、食用农产品、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速冻食品、水
产制品、糖果制品、特殊膳食食
品、饮料等16类食品，共1096批
次。主要包括月饼、大闸蟹等节
令食品和饮料、茶叶等节假日畅
销食品。

抽检共发现不合格食品20
批次，其中包括5批次糕点（月饼

和桂花糕）的菌落总数、霉菌、酸
价不合格，5批次大闸蟹的重金
属镉不合格，抽检合格率为
98.2%，食品安全总体情况良
好。针对上述抽检不合格食品，
当地监管部门已责令相关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立即采取封存库
存、暂停生产经营问题食品，召
回问题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
全风险，排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并
进行整改，并依法开展后续核查
处置工作。

省食药监稽查部门建议消
费者在购买月饼时，应重点关注
产品生产日期和产品包装，优先
购买带独立密封包装的产品；在
选购大闸蟹时，优先选择品牌信
誉度高的产品，并通过正规食品
经营单位购买。同时请及时关
注食药部门食品抽检不合格产
品通告信息。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
柴婧报道 9月18日~19日，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省
人民政府主办，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杭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网
络电视台承办的首届数字经济
暨数字丝绸之路国际会议，将在
杭州隆重召开。

据了解，2017年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
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135.2
亿美元。全球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

理会的一些重要决议已将“一带
一路”纳入到重要建设内容。

作为首个推动数字经济“一
带一路”合作的高端平台，本次
会议将围绕“数字经济引领未
来，共建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主题展开，就全球数字经济的发
展前景、技术趋势、市场规则、国
际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
广泛交流。

会议还会就跨境电商、智慧
物流、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慧
城市、智能制造等前沿话题、热
点主题进行讨论。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昨
日，记者从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乐清湾大桥将在国
庆节前正式通车，届时从温州乐
清去台州玉环将由原来需两三个
小时缩短到仅需20分钟。

乐清与玉环隔海相望。目
前从乐清去玉环有两条途径：一
是陆路走高速，从雁荡山上高速
到玉环，需要 3个小时；二是从

蒲岐滚装码头乘船到玉环，顺利
的情况下也需要 2个小时。乐
清湾大桥通车后，乐清到玉环将
由“可望而不可即”变为“触手可
及”，通过大桥的连接，从乐清南
塘至台州玉环仅需 20 分钟车
程，而温州市区到玉环也只用1
个小时左右。

乐清湾大桥及接线工程是
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的组成路

段。该工程的建成使得我省东
南沿海的温岭、玉环、乐清三个
百强县（市）紧密联系起来，同
时，加强了温州与台州两地的经
济、文化交流。

乐清湾大桥项目是我省首
批“品质工程”建设示范项目，其
独创的毫米级节段梁预制精度，
成为全国交通品质工程建设的
样板。

全总副主席尹德明
在浙调研基层工会改革工作时强调

让一线职工
感受到工会
就在身边

张才方陪同调研

尹德明（前右）一行参观宁波现代物流园区“集卡司机之
家”展示园地。 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

“感谢美芳姐姐上了这么好的一课”

在活动中，职工们踊跃举手，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
记者潘仙德 通讯员朱峻 摄

乐清湾大桥将在国庆节前正式通车

乐清到玉环仅需20分钟

乐清湾大桥。张晔 摄

搭建交流平台
推动国际合作

首届数字经济暨数字丝绸之路国际会议开幕在即

中国（杭州）国际电子商务
博览会暨数字贸易交易会

10月开幕

我省进出口双值
创历史新高

1~8月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占全省71.6%

省食药监局开展
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抽检
发现不合格食品20批次，抽检合格率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