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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悦

“义利并举，务实创新——这八

个字道出了企业经营的真谛。”近日，

在谈及新时代永康企业家精神时，浙

江飞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飞剑

说：“新时代永康企业家精神的发布，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2004 年，飞剑公司进入杯壶行

业。经过 10 多年发展，该公司已发

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运动杯壶制造企业。

“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创新

引领是关键。”夏飞剑说，不论是创

新力度还是投入力度，飞剑公司一直

走在行业前列。近年来，我市瞄准

智能制造，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飞剑公司积极拥抱时代变革，加快

推进两化融合，成为我市开展智能

化无人工厂（车间）建设的 14 家重点

企业之一。

经过多年探索和创新，2017 年，

飞剑公司攻克了钛材料的焊接、抽真

空和表面处理等关键性技术，成功研

制出了钛真空保温杯，获得了“永康

第六金”的称号。“我一直想改变市场

对永康产品价格低、质量差的印象，

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做到了。”夏飞剑

十分自豪地说，虽然钛真空保温杯价

格是不锈钢保温杯的 15 倍到 20 倍，

但依然受到市场欢迎。截至目前，飞

剑公司的钛真空保温杯系列产品已

入驻十几个城市的大型商场。

去年，飞剑公司与航天五院 514

所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中国航

天战略合作伙伴、航天军民融合典型

企业。为提升杯壶行业创新力度，该

公司连续多年冠名中国五金工业杯

壶设计大赛，将其中优秀的作品纳入

妇女基金会“塑战塑决”活动名录。

下一步，飞剑公司将积极参与杯壶研

究院的建设，为公司“一米宽，一百米

深”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创新的脚步不会停下。近日，

飞剑公司与市职业技术学校正式签

约，在该校开设“2019 年飞剑智能制

造班”。夏飞剑表示，希望通过校企

合作，为国家培养更多实用型的智

能制造人才，不断提高企业创新能

力，以青年强助推杯壶强，以杯壶强

助推永康强。

“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给

我们带来了压力，但危机当中仍存商

机。”夏飞剑认为，在企业经营过程

中，有起有伏是正常的，只要静下心

来，脚踏实地，坚持务实与创新，杯壶

行业的明天依然灿烂。

■践行新时代永康企业家精神 推进高质量发展

坚持创新引领 推进智能制造
——访浙江飞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飞剑

民革永康市基层委
开展植树活动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11 日，民革永康市基层委

“同心博爱”亭揭匾仪式暨义务植树活动

在金胜山西麓举行。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民革永康市基

层委在金胜山游步道两侧种植了海棠等

树木，准备把游步道打造成一条美丽风

景线。当天的活动共种下了45株枫树。

□记者 王伟建

本报讯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 10 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委员进行大会发言。从我市走出去

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

级导演、央视综艺频道节目部主任吕

逸涛，作为文艺界委员代表进行了发

言。

他的发言以“为人民创作文艺精

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为题目，围

绕文艺创作的源头和发展方向、文艺

领域存在的不良现象、如何讲好中国

故事等话题展开，生动诠释了文艺工

作者如何以精品奉献人民，如何用明

德引领风尚。

吕逸涛说，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坚

守和践行时代使命，要把聚焦时代、

观照时代、反映时代作为创作者的职

责，所创作的作品要紧扣时代脉搏，

讲述当代中国人追梦的故事、讲述现

实背景下中国人奋斗的故事，讲述在

这个伟大时代下中国发生的历史巨

变的故事。同时，要带着对人民群众

的深厚感情来进行艺术创作，扎根生

活、深入人民，去寻找创作的素材和

方向。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培根筑魂

的重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要走出“象牙塔”，摒弃浮躁之风，坚

持用理性之光、善良之光、正义之光

照亮生活，满怀热情地讴歌真善美，

旗帜鲜明地鞭挞假恶丑，诉说人间真

情，传递世间美好。

吕逸涛在发言中提到《朗读者》

和《国家宝藏》两档电视节目，这些传

承与创新兼具、既叫好又叫座的节目

不断涌现，彰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作为国家媒体的价值引领和责任担

当。节目将历史情怀、时代精神、中

国立场和世界眼光融为一体，给观众

带来了全新的观赏体验，也树立了行

业典范和创作标杆。

他说，文运关乎国运，文脉同国

脉相连。文艺创作最重要的源头是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断流的文化血脉，

是文艺工作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的筋骨，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

明互融互鉴的共同价值、共同情感。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有大量生动鲜

活、可歌可泣的文艺素材，这些也是

时代留给文艺工作者最宝贵的创作

财富。文艺创作要以此为根，把具有

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

出来，传播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打

造符合时代的文艺精品。

“ 文 变 染 乎 世 情 ，兴 废 系 乎 时

序。”吕逸涛还说，文艺是一个时代的

镜子，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作

为新时代的文艺创作者，文艺工作者

要坚守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之

魂，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

尚，记录大美时代，讴歌浩荡梦想，讲

好中国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吕逸涛：

创作文艺精品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分类信息
伟诺工贸招聘

5777外贸主管、外贸业务
员。联系：15258999378

激光切割机销售
2467，13335968887，505899

大对开四色机出租
5558 另招助理会计 1 名。
13735701958，658591

收购旧设备
及发电机组 13588613758

承接加工业务
5760 承 接 200-280T 铝
压 铸 加 工 业 务 。 电 话
18858921068，365885

步行街鱼馆低转
5804 龙川中路 2 间三层，
正 常 营 业 生 意 火 爆 。
670632，15988540632

注塑机转让
5800，125 克-1500 克海
达牌。13858922856

五金城卫浴店转让
5822，15257989218，717476

求 购
5842 求购有尾抽铜管真
空机一台，要求80个头，8
成 新 。 联 系 电 话 ：
505378，18857956922

上门沙发翻新
5874，15067048578，367961

厂房出租
5419 白云工业区 9000㎡
513225，13175531556

厂房出租
5433 花街 330 国道边上
有 1-5 层 2300㎡，有 电
梯 适 宜 装 配 ，仓 库 ，淘
宝 ，快 递 优先。电话：
13506598501，698501

厂房出租
5296四路浙商回归园，新
厂房1-3层共7300㎡，两
台电梯。13967923838，
723366，763839

厂房仓库出租
5628 兴达路三匹马附近
单层厂房 1000㎡，独门
独户，带办公楼、宿舍。
558733，13665869922

城西厂房出租
5700 西塔五路 1000㎡、
1500㎡两处，独门独户。
陈总13758976930

九龙厂房出租
5770工业区第三层2000㎡
带电梯。13605890888

花川厂房出租
5771 单层 680㎡，另二楼
950㎡。13306795625

厂房出租
5779 古山工业区二至五
层，每层800㎡低价出租。
13858928837，628837

花川二楼厂房出租
5783 第二层厂房 1200㎡
出租。胡15268646288

房屋转让
5791 荆山夏一间半房屋
转 让 ，已 建 。 电 话 ：
13967939173，619173

厂房出租
5806 经济开发区华夏路
一楼 620㎡，二楼 300㎡。
电话：13503202748

厂房出租
5807 象珠工业基地清柳
路19号有厂房出租，占地
5000㎡，建筑 75000㎡。
13575696236

厂房转让
5810 城西蓝天路 9 号整
体 转 让 ，非 诚 勿 扰 。
15058549898，533898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5872 永康市雄铭超市遗
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5 年 12 月 23 日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1243098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雄铭超市
2019年3月14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5873 永康市贺怀涛饭店
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8 年 4 月 2 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784MA2DBE9J35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贺怀涛饭店
2019年3月14日

分类信息

我市创建无理由退货
承诺商店305家

□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二届“永康市消

费者信得过单位”评选结果出炉，146 家

单位获评“永康市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据悉，为巩固和提升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提质升级作用，市市场监管局全力

创建“放心消费在永康”品牌。截至目

前，我市有近 400 家经营单位参与省级

“放心消费单位”申报，已通过考核 352

家，创建无理由退货承诺商店305家。

对获得放心消费荣誉的单位，市场

监管局以消费者满意度、投诉举报率为

指向，实行周通报制度；以动态监管机

制，强化创建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市

场监管局把创建范围向风景区、民宿、五

金行业、特色小吃等特色产业延伸，合力

深化放心消费“一地一品牌”。

今年，我市将继续分行业推进放心示

范商店、放心市场、无理由退货承诺商店创

建，进一步打响“放心消费在永康”品牌。

□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13 日，省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办来永开展“三服务”活动，通过实

地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我市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把脉问诊”。市领

导胡积合、朱志昂陪同。

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我市紧紧围绕“一加强三整治”工作

重点，以大拆大整大治为抓手，结合“五

水共治”“三改一拆”、治危拆违等中心工

作，迎难而上，扎实推进11个镇的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截至目前，舟山、花

街、古山、龙山、象珠、芝英6个镇通过省

级验收，其中舟山镇被评为全省样板，龙

山镇被评为金华市样板。今年，前仓、西

溪、唐先、石柱、方岩5个镇将按计划申报

省考核验收。

结合实地走访情况，针对我市目前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难

点、堵点问题，省整治办在拆改方式、专

项行动、长效机制、氛围营造等方面开出

“药方”，为我市下一步精准施策、科学开

展工作“传经送宝”、指明方向。

市委副书记胡积合说，今年是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收官之年，也是实

施美丽城镇创建行动的开局之年。各

镇、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效果导向，一鼓作气抓整治，坚决打赢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收官战；要继续

加快城镇基础设施更新，加快长效管理

平台机制的完善创新，一以贯之抓长效，

高标准做好达标镇的后半篇文章；要早

谋划、早部署，一马当先抓提升，努力实

现弯道超车，力争在美丽城镇建设上走

在前列。

坚决打赢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收官战
省整治办来永“把脉问诊”指明方向

11 日，记者在象珠镇寺口

吕村看到，占地 1 万多平方米

的湿地公园正在施工。据介

绍，这座湿地公园将结合古代

驿站的特点，建设游步道、文化

长廊、瀑布等景观。该工程完

工后，附近村民再添一处休闲

游玩的好去处。

记者 林群心 摄

建设湿地公园
增添休闲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