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明：本人李冬冬，担任杭州骄阳影视总经
理兼董事长，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发现公司
小股东兼财务舒钰龙，挪用公司营业预售款
550万元整，且本人完全不不知情。得知后
立即报警处理。于 2021年 5月 17日下午 4
点回到公司发现【杭州骄阳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杭州冬日暖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晟阳娱乐（浙江）有限公司】三家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
章以及个人私章、U盾，股权协议等，全部被
盗! 特此申明，2021年5月17日以后，三家
公司出现任何法律债务问题，本人完全不不
知情，且与本人无关。申明人：李冬冬 时
间：2021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1年 05月 17日股东会决
议，绍兴科比软件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绍兴科比软件有
限公司 2021年05月20日
绍兴柯桥卓雅口腔诊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1枚，编码：33060310014651，声明作废。
宁波妮婷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包玉良遗失浙江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收据一
份，票据代码ON：1755013580。声明作废。
宁波抽丝剥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3302100101802，声明作废。
童 文 祥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330226199810035611，特此声明。
宁波翘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33021110005889，声明作废。
宁波学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
枚，编码330212025926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山能供应链管理（宁波）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人民
币减到5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市北仑区海庆模具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
减到 2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CHINVEST HOLDING LIMITED
In Voluntary Dissoluti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IN⁃
VEST HOLDING LIMITED, a com⁃
pany incorporated in Anguilla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
Act, is in voluntary dissolution.
The voluntary dissolution commenced
on 29th day of April, 2021. CHEN
XINRONG 陈 欣 荣 of No. 131,
Quanbei Village, Houzhai Street,
Yiw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
na has been appointed liquidator.
Dated 20th day of May, 2021
CHEN XINRONG 陈欣荣
Voluntary Liquidator
CHINVEST HOLDING LIMITED
自愿清算
特此通知，根据国际商业公司法，在安圭拉
注 册 成 立 的 公 司 CHINVEST HOLD⁃
ING LIMITED正在进行自愿清算。自愿
清算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开始，
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全备村 131 号陈欣
荣被任命为清算人。 2021 年 5 月 20 日
陈欣荣 自愿清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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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处方药的
“松绑”之路，
缘何如此审慎？

天堑变通途 铺就幸福路
同奔富裕路

沿着高速看浙江（泰顺篇）

有人每日重复劳作丢失自我 有人逐渐远离职场舍弃社交

全职妈妈：勇敢抑或无奈

“3541线路间隔后台监控调
试完成，运行正常!”近日，国网浙
江金华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人员运
用“数字孪生”监控系统调试平
台，对220千伏仙桥变线路间隔
进行扩建。

据了解，“数字孪生”平台采
用数据克隆、全景模拟技术，根据
镜像概念，将变电站现场的运行
系统全数复制其中，通过全流程

联调，工作人员只需在检修基地，
就可以完成相关线路间隔大部分
的线下配置调试工作，使检修作
业智能高效。

在金华供电公司，像此类运
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效率的探索，
正在接连不断地涌现。

基于用电采集等海量数据，
公司打通了多源数据间的壁垒，
研发了出了配网经济运行辅助决

策系统。据测算，系统应用后，金
华地区每年可降损电量5172万
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63万吨。
除此之外，公司在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上，依托政企数据共享和
互联技术，将服务向更高水平推
进，让客户享受数字化变革带来
的便利。

杨学君潘盼

金华供电：打造电力数字化改革样板

近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衢州
医院（衢州市人民医院）执行院长
李章平带队来到江山市中医院，开
展“瓯衢携手，共促健康”大型肿瘤
MDT专题讨论会。温医大常驻专
家、部分肿瘤学科主任和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专题讨论会上，两地专家首先
通过点评、分析、答疑、总结，对具
体病例的不典型症状开展深入探

讨，并结合病灶影像特点，提出具
体诊断方案。随后，温医大三位常
驻专家分别作学术讲座。

此次专题讨论会是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衢州医院（衢州市人民医
院）与江山市中医院联合进行肿瘤
专题研讨的首次尝试，对医院加强
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提高诊
疗水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芸

瓯衢携手 共促健康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冯晴颖、
郑科霞报道 沿着龙丽温高速公
路一路行驶，我们来到了位于泰
顺境内的文泰高速泰顺段。在青
山绿水间穿行，见证高速公路带
来的新气象。

深山峡谷间，亚洲双塔双索
面最大跨径的矮塔斜拉桥——洪
溪特大桥建成了；浙江省高速公路
跨径最大的钢管砼拱桥——南浦
溪特大桥建成了……突破各种难
题、破解无数困难，天堑变通途，文
泰高速公路于去年年底通车，57
公里康庄大道，带来了游客，带来
了产业，也带来了37万泰顺人民
共同富裕的“幸福密码”。

做足“交通+”文章，打造经济
发展“新引擎”

近日，泰顺县交通运输局获
评“全国交通运输脱贫攻坚成绩
突出集体”。近3年来，泰顺县交
通运输局坚持“公路围着产业建、
产业围着公路绕”的思路，将农村
路网规划与产业规划相融合，不
断带动观光农业、农家乐、民宿经
济等产业大力发展，做足“交通+”
文章，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泰顺先后投入4000余万元
用于产业路建设，以民宿产业为

依托，打造“畲乡风情+民宿+生
态果园观光”的旅游线路，带动了
瓯柑、血橙采摘农业园、凤栖谷度
假区发展，每年吸引数万游客前
来观光打卡，让畲乡1.5万人民吃
上“旅游饭”、赚上“旅游钱”，打开
资本下乡、产业下乡之路。

同时，将公路建设与沿线山水
风光、乡村风情相融合，统筹推进
美丽经济交通走廊建设，重点突出

“一路一景、一路一品、一景一特”，
变“农村公路”为“旅游走廊”。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
改善，泰顺在温州西南综合交通
枢纽中心地位初显，招商引资工
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依托自然资
源，总投资超200亿元的华东大
峡谷氡泉度假区项目在此落地，
这也是温州历史上单体投资最大
的旅游项目。

2020年，泰顺县全年接待游
客75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产
值49.5亿元。在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沿高速前来的游客络绎
不绝，据统计，截至5月5日，泰顺
县累计接待游客12.9万余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亿元，同比
增长200%。

搭上时代“快车道”，致富脚
步更轻快

下了泰顺收费站，沿着 235
国道便进入了竹里畲族乡四好农
村路示范带，沿着这条路，两个大
棚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里是泰
顺县大发垟铁皮石斛种植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石斛基地共种植中

草药292亩，在温室大棚里，不仅
有铁皮石斛，还在林下复式种植
黄精、三叶青等中草药。

铁皮石斛基地技术顾问程志
俊说，自高速公路开通后，客流量
增加，该合作社效益比原来至少
翻了一番，为当地农民直接提供
就业岗位30多个，带动20余户农
民增收致富。

“年收入不多，营业额100多
万元，除去成本几十万元吧。”这
在他人听来有点“凡尔赛”的话，
是“竹里云溪”民宿经营者陈海珍
面对记者时说的。“竹里云溪”荣
获省级白金宿，交通的便利，让陈

海珍做民宿越来越有信心，她正
准备扩大经营规模。

出了文泰高速筱村收费站，
开车只需20分钟便可以到达网
红打卡地——“筱村公社”民宿，
对于常年在城市居住的人来说，
这里可以体验到田园牧歌式的度
假生活。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
假，“筱村公社”的民宿爆满，“一
房难求”。

“高速开通以后，客房入住率
提高了20%。”“筱村公社”项目负
责人龚晓武感叹文泰高速开通带
来的红利。

除了民宿区域，“‘筱村公社’

食材都是很新鲜的，蔬菜是当地
村民自己种的，鸡鸭也是村民养
的，‘筱村公社’从村民那儿买菜，
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也带动了村
里的经济。”龚晓武介绍道。

省交通集团泰顺中心收费所
所长李晓春告诉记者，文泰高速
开通后，泰顺高速公路进出口日
均流量从1600多车次，已增加到
如今的12300多车次。

山城泰顺深厚的历史底蕴搭
上时代的“快车道”，“藏”在大山里
的种种美好逐渐被看见，随之而来
的是游客不绝于耳的赞叹声，是泰
顺人更加轻快的致富脚步。

图为亚洲双塔双索面最大跨径的矮塔斜拉桥——洪溪特大桥 。张锦国 摄

“30年前养一个孩子就是多
一双筷子，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掉
半辈子的积蓄。”

“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开销已
占我们夫妻俩工资的一半；上了幼
儿园，每个月的学费和兴趣班的花
费可能用完我俩一个月的工资。”

说话者有年薪20万元、女儿1
岁半的30岁职场妈妈；有零收入、
女儿1岁4个月的全职妈妈，她们
在讲述自己养育孩子的故事时，言
语中有无奈、有不甘。

这些无奈的背后，是高昂的养
育成本，是养育一个孩子所面临的
各种困境。记者近期将视角聚焦
在那些因养育难题而无奈选择做
全职妈妈的母亲，倾听她们所遭遇
的教与养、工作与生活中的诸多问
题。

高强度重复劳作
失眠已成为常态

2020年底上映的独白剧《听
见她说·失眠人的梦》，在全职妈妈
中得到了共鸣，因为刻画相对真实
——她们或是同样受困于家庭，或
是因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面临是
否成为全职妈妈的纠结。

高强度的重复劳作，职业生涯
中断，缺少价值感，社交圈缩减带
来的孤独，与社会脱节，家人的长
期忽视……短片中的女主角被无
止境的重复劳动一天天消磨，长期
失眠。她也曾喜欢看书，喜欢交响
乐，而现在她的世界里，都是徒劳
的琐事，一遍遍把丈夫扭成麻花的
牙膏捋平，把厕纸对齐，擦拭孩子
的玩具。

“我是在深夜看了这部片子，
看的时候泪流满面，但必须收拾好
心情，因为明天还要继续今天的事
情。”来自北京市的33岁全职妈妈
王晓说，真实的全职妈妈的生活其
实更让人心累。

《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
式白皮书》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
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占比
58.6%，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已
达到82%，她们更多集中在低线城
市。60%的全职妈妈有副业梦，但
只有35%的人付诸行动。

保姆+保洁+陪护+幼师+厨

师，这是王晓给自己身份的总结。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王晓还要去
做网课规划师、儿童心理师。

“这些身份是一个都市中合格
的‘全职妈妈’所必备的。”王晓说，

“但是全职妈妈的贡献却被人们严
重低估了。”

“每天一睁开眼，就开始忙碌，
两个孩子无休止地吵闹，一会儿打
一会儿哭……原来带一个孩子时
没觉得这么心累，现在不过多了一
个，就完全受不了了，每天他们叽
叽喳喳，我的脑袋都快崩了。”辞职
做全职妈妈的第135天，也是北京
市民杜宇（化名）连续失眠的第10
天，她把原本和记者约好的视频采
访改成了微信语音采访，原因是

“懒得化妆，化妆也遮不住憔悴”。
持续睡眠不足和带娃的繁琐

压得杜宇喘不过气来。“每天都有
让我崩溃的瞬间，比如老大刚才又
把厕所门反锁了，可是他人在外
面，是怎么将门反锁的？我研究了
半天都没有打开门，顿时就来了怒
火，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让他以
后不要再动门了。”杜宇说，她最近
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太压抑
了，特别希望能有一天的时间是属
于自己的，“哪怕去搬砖、扛水泥，
只要能清静就好”。

结婚之前，杜宇的性格很开
朗，和谁都能聊得来；结婚生了孩
子以后，她辞职在家带孩子，和外
面的人接触越来越少，她也越来越
不敢说话，害怕和外面的人交流。

害怕和人交流的一个原因是，
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无法证
明自己的价值。“在别人眼里，我就
是一个带孩子的，给别人的感觉就
是不挣钱。”杜宇说。

杜宇这样描述现在的状态
——穿着随意，是一位很“土”的中
年妇女，每天的时间都花在了孩子
身上，没有精力让自己变漂亮了。

工作家庭难兼顾
职业生涯被中断

由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
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
示，职场妈妈重返职场的原因中，
有71.3%是因为“不想和社会脱
节”，59.9%是因为“想保持良好的

自我状态”。
但即使如此，每年还是有一大

批职业女性辞掉工作，做回全职妈
妈，她们回到家里，不是为了逃避
职场压力，不是为了休息享受。全
职妈妈，可能是她们无可奈何的选
择。

自媒体“一条”曾经对职场妈
妈做过一次访问，被访者李鑫然生
活在北方的一个四线城市，怀孕前
是一家500强企业地方分公司的
金牌销售。

生娃后，她过上了连轴转的生
活，白天上班，孩子由婆婆照看，自
己上午、下午各抽出半小时回家哺
乳，晚上再接婆婆的班。但是这样
的生活令她非常疲惫，晚上带娃休
息不好，睡眠不足，工作上难免有
掉链子的时候，领导开始对她不
满，经常性的请假缺席也让她失去
了升职的机会。

而每当孩子生病或者有一点
小磕碰，婆婆就会格外自责、情绪
极度不稳定。这样的情形下，李鑫
然不得不辞职带娃。

另一位全职妈妈朱园园说，两
代人在育儿观念上会有冲突，但雇
佣保姆和育儿嫂花费高昂，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因此，当双方老人无
法帮忙照顾孩子，必须有一个人全
职在家的时候，往往都是女性做出

“牺牲”。
来自北京市的全职妈妈金莉

（化名）最怕夜深人静时自己一个
人待着，她总会想“有一天女儿不
再需要她时，她是谁”这个问题。

金莉做全职妈妈的原因是为
了女儿的教育。“我加了一个‘牛娃
群’，这个群里的牛娃，每一天、每
一种课程，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被妈
妈精心安排，看了人家密密麻麻的
日程表，再想想自己每天加班到晚
上九十点，每天有半个小时跟女儿
说说话已经不错了。”

彼时，金莉的丈夫在事业上也
颇有起色，相比之下她的工资低，
又经常加班。“如果必须有一个人
放下工作主抓女儿的学习，只能是
我。”金莉说，现在她正式加入“鸡
娃妈妈”的行列，给女儿报了8个
培训班，为了接送女儿上培训班，
她把以前的高跟鞋全收起来了。

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力托举女
儿，金莉的内心是挣扎的，她最怕
别人问：“你做全职妈妈是不是太
浪费了？谁都能做，何必要一个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哪个全职
妈妈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金莉
说。

无奈失去社交圈
逐渐与社会脱节

虽然长期承担着高强度的劳
作，全职妈妈得到的保障却很脆
弱。婚姻法并没有条款明确保护
家庭主妇的权益，一旦遭遇离婚，
她们毫无优势。除非孩子年龄还
小需要母亲照顾，否则经济更好的
一方更容易获得抚养权。

有律师指出，几乎所有离婚诉
讼中，男方即使是净身出户，在离
婚后也能迅速积累财富，因为男方
多年来持续在事业上的积累，保证
了他们的职业素养、收入水平。而
男方在职场日益精进背后，离不开
女方在婚姻中承担了大量的家务
劳动。男方的职业素养、地位、名
声，是获得可持续财富的基础，是
女方无法分走的无形资产。离婚
后，几乎丧失职业经验的全职妈
妈，所附带的自身资产为零。

“自从有了宝宝之后，我就换
了工作，我需要寻找一个朝九晚五
的稳定工作，因为需要把更多的时
间精力放在孩子身上。”90后李聪
（化名）曾是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有
了孩子后，她和丈夫的工作压力都
增大了，但在工作上她的选择要比
丈夫被动许多。

此前，有招聘网站就“二孩政
策”对女性职业机会的影响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认同在
职场上女性比男性更辛苦。孩子
年幼时的抚养、陪伴和教育占据了
母亲大量的时间，同时中国的教育
资源不平衡，教育竞争堪称军备竞
赛，孩子的教育不仅费钱，更需要
家长全面关注和时间配合。调查
发现，仅“孩子放学时间与职场妈
妈的下班时间不衔接”，就让很多
女性在求职时对“工作时间”和“工
作地点”非常关注。

全职妈妈的压力还来源于不

被理解。
“社会大环境其实是不认可女

性回家的。父母接受的也都是女
性要自强的教育，他们无法理解，
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最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
庭妇女。”金莉说，她辞职后，父母
就回老家生活了，“他们觉得我辞
职是件很丢脸的事，在老家人面前
只字不提，甚至都不让我在暑假带
着儿子回家。”

记者还注意到，回归家庭后，
女性最担心的问题是“失去社交
圈，与社会脱节”。

全方位综合施策
降低成本是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涉及生育政策的内容包括：制定人
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
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无论是‘优化生育政策’，还
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都
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老龄发
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原新看来，我国
政府在减轻一些家庭负担方面已
经做了诸多工作。比如，个税6类
专项附加扣除相关政策，延长产假
以及丈夫陪护假等政策。

但一些“不买账”的公众认为，
这些政策力度，对于现在生育、养
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来说，还远远不
够。近年来，也有一些人大代表在
讨论，是否把9年义务教育延长到
12年，争论的焦点是往高中阶段
还是学龄前阶段延长。

陆杰华建议，要对准“生不起、
养不起”的痛点，提供充分的托幼
服务，给生孩子的家庭提供相应的
补贴与产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
成本。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
方位施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
成本，几乎涉及全生命周期。”陆杰
华说。 据《法治日报》

4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
特别措施的意见》，在海南率先
开展处方药网络销售，并在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
立海南电子处方中心；4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明确，在确保
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的前提
下，允许网络销售除国家实行
特殊管理的药品以外的处方
药；4月29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在上海召开药品网络销售
监管工作座谈会，围绕药品网
络销售管理工作进行座谈……

网售处方药的“松绑”之路，
缘何如此审慎？带着这个疑问，
记者进行了采访。

曲折而审慎的探索

事实上，早在2013年，原国
家食药监总局就在河北、上海
和广东三地进行试点，开展互
联网第三方平台药品零售。
2014年，《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提出，互联网经营者可凭处方
销售处方药。2016年，由于主
体责任不清晰、药品安全难保
证等原因，网售处方药被按下暂
停键。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2
月，《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两次对外征求意见，最终明
确“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
不得通过互联网展示处方药信
息”。直至 2019 年 9 月，新版
《药品管理法》发布，允许“处方
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网络进行
销售”。

政策为何如此审慎？一方
面，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处方药
市场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占药
品终端消费市场的份额达85%
以上，其中80%左右的处方药通
过医院渠道销售。

另一方面，互联网医药产业
的疯狂扩张给监管带来难题。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网上药
店销售规模为1251亿元，同比
增长38.2%，占比达18.9%，而该
指标在2013年仅为1.2%。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指
出，为满足疫情期间就医需求，
湖北医保局开通互联网医疗医
保在线支付，十余个省市推进第
三方配送处方药模式。“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以后，互联网医药
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对政策松动
影响很大。”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
研究员傅虹桥认为，近期系列政
策的出台意味着，经过多年市场
实践和摸索后，网售处方药的监
管逐步完善，相关市场行为将纳
入合规体系。

重构医药行业格局

涂宏钢认为，政策放开对百
姓来说有双重利好。首先是购
药更加便利，尤其对于持有“长处
方”的慢病患者，无须频繁“因药
就医”；其次是在电子商务模式
下，中间环节缩短，精简的销售流
程有效降低成本。这也将使部分
二级医院的处境变得艰难。

对于医药产业链，政策调整
则会引发连锁反应，利益各方将
重新做出选择。傅虹桥认为，如
果网上药店获得同等的市场机
会，将倒逼公立医院挤掉药价虚
高水分、提高服务质量。

药店与网售平台长期处于
竞争关系，生存空间可能被挤
压。涂宏钢介绍称，中国药店数
量在2019年到达高点，随后开
始减少，走向规模整合和连锁
化。在电商巨头的“碾压”下，中
小型药店的生存堪忧。

傅虹桥指出：“有些药店可
能直接被第三方平台收购，或者
与之达成合作，在网订店取、网订
店送模式下，药店的议价能力反
而会提高。药店会不会受到损
失，能否真正实现线上化，都取决
于即将推出的监管细则，以及未
来线上平台和药房的关系。”

安全性难题待解

在线上购买处方药，用药安
全是最大风险点。记者登录某
医药电商平台，询问客服购买处
方药的流程，得到的答复是：先
添加用药人信息，选择线下确诊
疾病，支付成功后由平台医生开
方。整个操作过程不足5分钟，
甚至不用提供完整处方，仅在付
款页面提示“请确认您已在线下
医院完成就诊。”

在某抗生素类处方药的展
示页面，“满68免运费，购买5盒
组合装省9.9”的促销标识十分
醒目，下方附有寥寥几句服药禁
忌和副作用，当记者询问“购药
流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时，客
服表示“发货前会有专业的全科
医生进行审核。”

“确保处方流转的真实可靠
是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由于互联
网全程留痕，监管难度不算太
大。但更多的风险在于没有处方
也能买到药。”傅虹桥说。

他透露，监管方正在着手治
理行业乱象。“在药品网络销售监
管工作座谈会上，很多措施都被
纳入议程，例如线上购药必须出
具首诊处方、禁止购药后平台补
方等。”此外，作为购药过程的核
心环节，处方流转的流程还没有
完全打通。但目前，已有多地尝
试建立统一的处方流转平台。

据《工人日报》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记者日前从2021中国（良渚）绿
色设计助力碳中和高峰论坛上
了解到，我省设立“光华龙腾奖·
浙江省设计人才发展公益专项
基金”。

据了解，为推动我省工业设
计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高层次
设计人才，促进优秀设计师成长，
浙江省工业设计协会在北京光华
设计发展基金会中发起设立“光
华龙腾奖·浙江省设计人才发展
公益专项基金”。

“光华龙腾奖·浙江省设计人
才发展公益专项基金”将通过搭建
公益平台，动员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个人、团体和组织，关注和参
与在中国开展的设计人才培养、设
计成果转化等公益活动。

“公益专项基金”主要用于
开展人才表彰等奖项相关的组

织征集、评选、宣传、颁奖典礼及
人才培养、培训、引进、设计成果
转化等社会公益活动；并支持围
绕以上各方面所开展的论坛、研
讨会、座谈会、学术交流等活动，
旨在为设计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
环境，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推动各
领域快速发展。

会上，三花控股集团杭州三
花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阳、
凸凹设计创始人李立成、源骏创
新集团董事长徐洪军、奥格设计
创始人章炜、若奇科技董事长王
强、海涛设计创始人孙海涛、太
火鸟科技有限公司 CEO 雷海
波、乔恩特设计创始人叶门龙、
杭州合创共响工业设计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秋娣等企
业代表上台，进行了首批浙江省
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公益专项
基金的捐赠。

我省设立设计人才
发展公益专项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