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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家门口的“世界超市”来了
本报记者 黄荣杰 见习记者 林乙人
昨日，秋雨微凉。徐徐江风从瓯江上
拂过，
涌进位于江滨路 1 号的温州国际会展
中心，
拥抱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
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为期 4 天的
第三届浙江（温州）进口消费品博览会在
此启幕。来自 46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302 家企业，携数千款涵盖衣食住行等方
面的进口商品，为温州市民再度奉上一场
全球盛宴。
品一杯产自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尝
一口来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看一看
从《一千零一夜》传说里飞出的魔毯……
以“潮起温州，博览天下”为主题的进口展
上，惊喜与浪漫从未缺位。

加拿大驻沪副总领事亲自带货

伊朗非遗文化驻华代表卖力吆喝
除了高品质的生活用品受到广泛关
注外，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精美手
工艺品同样让人驻足欣赏。
“你们知道《一千零一夜》里的飞毯
吗？我们带来的‘土特产’就是它的原型
——波斯地毯。”在伊朗馆前，讲着一口熟
练普通话的伊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驻
华代表何飞向记者介绍起波斯地毯的历
史。
“从丝绸之路开始到现在，几千年的时
间里，长期的经贸往来让伊朗和中国紧紧
联系在一起，这块挂毯就是两国友谊的最
好见证。
”何飞说。
从地毯逐渐演变成挂毯，用挂毯配上
木质画框的方式再现一幅幅世界名画，创
意的体现让传统和现代实现了有机融
合。据何飞介绍，目前挂毯能够染出 180
种以上的颜色，光彩感和色泽度都有了明
显提高。
“为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喜好，我们
展出的许多挂毯还制作成山水画样式，充
分体现了两大古老文明间的对话交流。”
“这挂毯挂在家里应该会很好看吧？”
在伊朗馆前，84 岁的市民阮老先生和老伴

温州
“新峰计划”启动

守初心聚共识 勇担当助发展

民建温州市委会成立65周年

苏巧将 摄

各个展位整齐地摆放、
悬挂着展卖品，
吸引了络绎不绝的采购商和参观者。
儿商量着。背着双肩包的阮老先生风趣
地告诉记者，今天他和老伴儿只是来提前
探营。
“我知道每年都有进口展，但是今天
没带上搬运工具，只背了包，等到周末我
打算带上年轻人一起再来逛。”

西班牙温商期待海外朋友爱上温州
除了来自海外的客商，在本届进口展
上，也不缺乏温商的身影。
“从第一届到现
在，连续三届的进口展我都有参加。”温商
王朱则康说，这是在自己家门口办的盛
会，他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将自己在海
外代理的产品带给更多乡亲。
从 1988 年出国淘金，到 1992 年在西
班牙开设第一家浙菜餐厅，再到如今成为
西班牙品牌火腿、红酒、橄榄油的代理商，
王朱则康的创业故事延续着大多数温商
的传奇。在前不久刚刚落幕的上海进博
会上，王朱则康代理的“12 家族”品牌红酒
和 pernam 伊比利亚火腿赢得不少中外客
商的青睐。
“在西班牙，只有带 75%以上纯正血统
的伊比利亚猪和杜洛克猪的腿所做的火
腿，才能称之为伊比利亚火腿。在制作工
艺上，伊比利亚火腿必须要用传统海盐腌
制，在西班牙南部特有的气候里风干。”说
起代理的品牌，王朱则康头头是道。在西
班牙厨师高超的切片工艺下，一片片纹路
如大理石般漂亮的火腿很快吸引了一大
波市民驻足。
如今，
王朱则康在市区印象南塘还经营
着一家西班牙餐厅，
而在海外的西班牙科尔
多瓦省，
由他创立的慈善机构免费食堂，
已
经连续7年为流浪汉提供帮助。
“在西班牙的
温州华侨有很多，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温
州人的热心肠是不变的。我也希望让我的
西班牙朋友们能通过进口展这个窗口了解
温州、
爱上温州。
”
王朱则康说。

欧洲尖货周同步登场
本报讯 （记者 洪越风 瓯海融媒体
记者 黄冰娥 王斌） 昨日，第三届浙江
（温州）进口消费品博览会拉开帷幕，设
在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的瓯海分会场同
步登场，举行欧洲尖货周启动仪式暨瑞
士馆、西班牙馆、希腊馆剪彩仪式。
作为分会场，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
项目已入驻进口商 130 余家，较去年开
业时的 62 家实现了翻倍增长，主要经营
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
韩国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
并打造了希腊馆、瑞士馆、西班牙馆等一
批国家特色馆。
据悉，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是浙南
闽北赣东进口商品集散中心的核心平
台。今年，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参与跨
境电商综试区保税首单“1210”进口业
务、温州口岸首单直航进口水果业务，
并
实现进口产值大幅提升。截至目前，瓯
海区依托贸易港为主要平台完成进口额
36 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 50 亿元，计划
通过 2-3 年培育发展，力争实现进口额

破百亿目标。
为了提升贸易港项目整体品质，瓯
海区今年对贸易港南侧广场进行了改造
提升，腾出 2000 平方米营业面积，打造
开放式精品街区。
“我们持有官方背景跟
国家授权背书，
比如瑞士馆，
拥有瑞士境
内全品类商品经销代理权。”
温州旅西侨
领杨雪是瑞士馆和西班牙馆的负责人，
她告诉记者，
相较其他产品馆，
瑞士馆等
国家馆还有着官方展示窗口的特殊定
义。记者同时发现，该馆内部的设计及
陈列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
仪式现场，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
进中心授予瓯海区“中国农业国际贸易
人才培养基地”
“ 国家农业贸易智库温
州创新基地”，授予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农业国
际贸易博士后工作站·温州基地”。据
介绍，通过打造 3 个农业贸易政策创投
孵化基地，瓯海今后将围绕农业贸促工
作开展系列孵化建设活动，加强农业领
域贸易促进。

瑞 士
馆 、西 班 牙
馆开馆。
洪越风 摄

我市全面推进特色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高端人才集聚
“家门口”赋能创新
本报讯 （记者 缪眎眎） 创新决胜未
务问题，推动原创性技术开发和成果转
来，人才引领发展。记者昨从全市特色产
化，加速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
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现场推进会上获
提升。
悉，我市将全面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记者从市委组织部了解到，协同创新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心建设将树立开放共赢理念，跳出区域
目前，全市共有市场主体 115 万家，
限制，推动智力协同、平台协同、企业协
在 册 企 业 数 30 多 万 家 ，并 且 培 育 了 电
同、部门协同。尤其是在企业协同方面，
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等五大传统
将充分发挥温商资源优势，大力推动企业
产业。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规模、层
需求与中心人才项目、科技成果无缝衔
次，提升创新能力，我市加快推进协同创
接，引导温商资本加速催熟科研成果市场
新中心建设，贯通产业链与创新链、人才
化、产业化，实现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
链，助力解决产业前沿技术研究关键问 “三界融合”
。
题、行业共性痛点问题、中小企业个性服
重塑温 州 产 业 竞 争 优 势 ，支 点 在 人

才 。 市 委 组 织 部（人 才 办）有 关 负 责 人
说，工程师是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科创成果转化落地的重
要推动力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后，将
以前的“星期天工程师”
“ 海外工程师”集
中到“家门口”、集成到协同创新中心这
一平台，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
精准、更加便捷、更加经济的创新服务，
深化落实“助企八条”，助力新时代“两个
健康”先行区和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
建设。
昨天，长三角电气工程师创新中心正
式启用。据悉，今年，温州要把长三角电

我市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人工增雨作业

60 枚增雨火箭弹
“打”下甘霖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蜜 通 讯 员 林 泽
微）一场喜雨终解渴。昨天凌晨，随着有
利人工增雨作业的天气条件出现，分布于
全市 8 个作业点的工作人员抓住时机，启
动开关，
“ 嗖嗖嗖”，增雨火箭弹应声冲入
云端。
“我们在永嘉发射了 12 枚，接着就要
转战乐清。”永嘉县气象局副局长万寒告
诉记者。从 11 月 19 日 23 时至 20 日 8 时，
我市气象部门通宵连续作业，在全市范围

培养文艺人才 积蓄中坚力量

本报讯 （记者 程潇潇） 昨天，
温州市文艺人才培
养“新峰计划”在市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新峰计划”
首批 38 名导师、35 名培养对象亮相启动仪式。
“新峰计划”是温州文艺人才培养和文艺领军队
伍建设的创新举措和重要载体，旨在探索形成一套
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的人才培养新
机制。通过实施“新峰计划”，促进青年文艺人才在传
承创新中快速成长，推动专家导师在传道授业中传承
薪火，进而推进文艺领军队伍建设和温州文艺人才培
养发展，
推进温州文艺创作不断向文艺
“高峰”
迈进。
今年 9 月，市文联发布《温州市文艺人才培养“新
峰计划”实施办法》，经过酝酿协商、推荐审核，首批推
出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
法、曲艺、民间文艺、网络作协 12 个艺术门类，38 名导
师团成员和 35 名培养对象。导师团成员为具有全省
乃至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家。培养对象则经过层层遴
选，是各文艺门类中具备发展潜力的青年翘楚。
“新峰
计划”力争通过 5 年时间的努力，促进培育对象丰富学
养、提升涵养、开阔眼界、精进造诣，
推动形成一批在全
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艺术人才，为未来温州文艺界
积蓄一批中坚力量。
启动仪式后，举行了首期开班名家公开课。
“新峰
计划”
导师团、培养对象赴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平阳分校
进行集中学习采风。

第三届浙江（温州）进口消费品博览会启幕

走进位于国际会展中心五号馆的主
会场一楼，印着各国名字和国旗的国家馆
里展示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加拿大馆
前，记者见到了第一次带队来温参展的加
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Jean-Chris⁃
tian Brillant。
Brillant 表示,随着中国疫情形势的不
断好转，
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正逐渐提高，
对于商品的品质和安全程度也越发地重视
起来。借此次温州进口展的机会，他特地
组织了 7 家加拿大企业参展并提供涵盖食
品、
保健品、
母婴用品等领域高品质产品。
在展区内，Brillant 特地向记者解释了
“悦享最加，健康生活”的标语含义。
“‘最
加’取中文‘最佳’之谐音，又携‘加拿大’
之意。我们希望带来加拿大出品的最佳
商品，让中国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加拿大的
风土人情，这对加强加拿大与温州这座城
市的联系将起到重要作用。”
“这款 Clek 品牌的儿童汽车座椅还是
蛮有名的，之前我在加拿大读书的同学就
给我推荐过。”来自永嘉的市民戴女士告
诉记者，此次来观展，她看到许多国家馆
里展出的商品都是业界小有名气的产
品。而从事外贸多年的她，期待可以在此
找到能够深度合作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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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组织开展大范围、多批次的人工增雨作
业，全市共发射 60 枚增雨火箭弹。
据统计，今年我市降水量整体偏少，
前
10 个月全市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
27.5%，个别县（市、区）出现中等以上气象
干旱，
导致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农业生产等
方面受一定影响。为此，全市各地也积极
采取节水相关措施。进入 11 月，雨水还是
零零星星，
一场喜雨让大家翘首以盼。

前天下午，利用冷空气南下等有利天
气条件，市区 （除洞头）、乐清、永嘉、
瑞安、平阳、文成、泰顺、苍南等 8 支作
业队伍到达增雨作业站点，检查火箭弹
发射装置线路，填充增雨火箭弹，调整发
射角度、方位。
“追云播雨”需要等待最佳时机。据
气象专家介绍，降雨的必要条件需要有凝
结核、水汽和抬升凝结条件，而增雨的原

气工程师创新中心打造成全省示范型平
台。接下来，还将分步分批次全面启动协
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2021 年，鹿城、
瓯海、瑞安、永嘉、龙港围绕鞋设计、智能
锁具、汽车零部件、泵阀、印刷产业建成
协同创新中心并正式投入运营；2022 年，
龙湾、平阳、浙南产业集聚区围绕激光与
光电、电子信息材料、智能装备产业建成
协同创新中心并发挥实质作用；其他县
（市、区）从产业细分领域切入，按照“成
熟 一 个 ，创 建 一 个 ”的 要 求 逐 步 有 序 推
进，着力高水平打造协同创新中心温州
样板。

理就是通过播撒催化剂，增加凝结核，从
而促进降雨的发生。
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
下 ，从 昨 天 凌 晨 开 始 ，我 市 普 降 小 到 中
雨。据统计，从 19 日 23 时至 20 日 8 时，面
雨量永嘉 8.9 毫米，乐清 8 毫米，其余各县
在 5 毫米以下。最大单点雨量排名前三的
分别是乐清智仁昌门的 32.3 毫米、永嘉岩
头高山的 30.3 毫米、乐清智仁本站的 28.6
毫米。
“这次运气不错，
‘ 打’下来的雨基本
落在最缺水的地方。”气象专家表示，此次
人工增雨作业有效提高了空气质量，增加
了土壤湿度，为有效缓解干旱，为农业生
产、水库蓄水、森林防火、净化空气提供良
好气象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王民悦） 昨天，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
立 75 周年暨民建温州市委员会成立 65 周年纪念大会
举行，
近 160 位会员参加。
在温州，民建是第一个成立市委会的民主党派。
65 年来，民建温州市委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充分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
切实履行政治
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
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助推温州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据了解，民建温州市委会将以此次纪念大会为契
机，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四新”
“三好”的要求，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努
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市级组织，积
极开创新时代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围绕
“政治坚定、
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
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目标要求，
坚持夯实组织基础，
以更高
的目标站位全面推进自身建设。围绕各项中心工作，
以更高的履职站位不断提高民建履职尽责的效能，激
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在“重要窗口”的建设中彰显温
州民建担当。

永嘉乡贤 5 年投资 650 亿元
“乡贤助力乡村振兴高峰论坛”
举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捷） 记者昨天从“2020 中
国·永嘉乡贤助力乡村振兴高峰论坛”上获悉，
“ 十三
五”以来，永嘉在外乡贤共为当地带来总投资近 650
亿元的 75 个项目。
丽水古街、东海音乐节、锦里云舍民宿、灵运仙
境……这些备受瞩目的乡贤项目，为永嘉乡村振兴带
来更多发展活力，同时也为永嘉文化传承带来更多
机遇。
近年来，永嘉紧扣乡村振兴，推出“乡乡兴·永嘉
兴”
的新时代乡贤工作品牌，
坚持把新乡贤
“回得来、留
得住、干得好”
作为重要课题。
作为乡贤代表，
林乐宣选
择回归故里，投资 10 亿元建设珍溪田园综合体，通过
农旅产业辐射 22 个村。该项目以“五园一带一古村”为
总体规划布局，意在建立以“综合养生”为主题的中国
森林养生示范区，
涉及沙头镇 22 个村，
总占地面积 2 万
多亩。他还特别为水岩村制定 9 项帮扶措施，帮助村民
发展订单农业和合作农业，积极投身饮用水、治污、村
庄绿化、过溪桥梁、物业楼等公益基础设施。
他说，
支撑
他回来的就是
“家乡情结”。
以“贤聚乡里 和美满家”为主题的论坛，基于“自
治、法治、德治、贤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讲述了
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在昨天的论坛上，与会专
家就文化挖掘、产业多元化、乡村美学、保护性建设
等方面做了交流。同时举行温州市“乡贤助乡兴实践
基地”授牌仪式和“温州市美术家协会写生创作基地”
签约仪式。

2020 浙江农博会开幕

温州好货成香饽饽
本报讯 （记者 金朝丹）“泰顺制茶有上千年的历
史，
泰顺是采茶舞曲诞生地，
富氧好茶出泰顺！”昨天，
2020 浙江农业博览会开幕仪式上，泰顺县县长王慧杰
“吆喝”起泰顺“三杯香”茶叶，同 11 位县（市、区）长为
区域公用品牌推介
“站台”。
本届农博会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协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业
农村发展成果展示、名特优新农产品展销、贸易洽谈和
品牌农产品宣传推介等活动。
温州好货，吸引着杭州人买买买。黄鱼鲞、酱油
肉、鸭舌、鱼饼、麦饼、铁皮石斛、肉燕、芒种虾皮、四
季柚、平阳黄汤、雁荡毛峰、泰顺猕猴桃、黄年糕、无核
瓯柑等温州特色农产品亮相，温州展馆挤满了杭州市
民和客商。因疫情防控要求，今年省农博会实施线上
实名预约，整体规模有所减少。
“ 虽然参展数量少了，
但更优中选优！”市优农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温州
展团共有浙江永凯农业有限公司、浙江子久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等 42 家企业实地参展，
还有 106 家企业参加网
上农博会。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温州乡村振兴“两带一园”
建设成果发布会，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温州西部
生态休闲产业带发展报告，温州市乡村振兴十大模
式案例，发布推介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十大精
品 旅 游 线 路 、2020 年 度 温 州 市 十 大“ 最 美 田 园 ”、
2020 年度温州市十大示范性精品民宿等一系列温
州乡村振兴成果，并举办“瓯越鲜风”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