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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笔

贵州国宾酒 今日火爆全城
百元现钞兑换千元纯粮酒

兑换地址：苍南县城玉苍路和华侨路交叉口，中心派出所右侧（旺信副食）15057825762

活动时间：2017年10月12日——10月15日

贵州国宾酒浓香四溢，包装大气上档次，无论自己喝，还是送
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准备钱，我备好酒，约上好友，喝
贵州国宾酒。亲，记住不是任何一张100元就可以购买我们的洞
藏国宾酒哦，必须是三位相同号或顺子号的百元人民币，百元豹
子号，连号钞，这样的100元顶一箱贵州国宾酒。这是厂家大型
品鉴推广活动，为回馈读者和品牌推广，贵州国宾酒厂拿出1000
箱，凡苍南市民凭三位连号的一百元一张（举例：111、222、123、
234、2233、3344、1212……）即可到指定地点购买52度浓香型高
档贵州国宾酒一箱，6瓶装。贵州国宾酒最大特点就是味道醇正，
柔和，绵甜，回味悠长，空杯留香。限量购买购完为止。

100元可兑换价值2388元/箱（6瓶） 统一零售价398元/瓶

这样的这样的 100100 元元
在苍南可以买一箱在苍南可以买一箱
贵州贵宾酒贵州贵宾酒，，快找找快找找
你的钱包有没有你的钱包有没有？？

□ 经言
如今，消费者购买商品时，

即便是一些常见的食品，不少商

家也要套上所谓的精美纸盒，额

外收费，这种过度包装的现象遭

到不少消费者的诟病。

包装是产品的一部分，合理

的包装必不可少。不少产品的

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地等信息

需要从包装上获取，还有商家通

过包装提升产品形象，这些做法

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追求

包装，把精力过多用在包装而非

品质上就没有必要了。这样除

了增加消费者负担、浪费资源，

还容易助长奢侈之风。虽然包

装设计也是一门学问，但是比起

花哨的包装，消费者更愿意看到

货真价实的产品。现实生活中，

有许多产品，看不到复杂的包装

却能畅销不衰，这也启示商家，

产品的包装该瘦瘦身了。

产品包装
该瘦瘦身了近日，县发改局对甬台温

天然气管道工程苍南段建设进

行实地督查，确保项目建设安

全有序。据悉，甬台温管道工

程苍南支线，起自瑞安市汀田

镇的瑞安分输站，终于龙港镇

的苍南末站，全线长约 37.1 公

里。其中，苍南区域管线长

6.72公里。天然气管道工程是

一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对优

化能源结构、根治大气污染、拉

动地方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张晓荻/摄）

突查天然气
管道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陈振旭）随

着“二胎”政策的实行，庞大的消

费需求使得月子会所成为“市

场”新宠，眼下，“坐月子”去月子

会所也成了不少产妇的选择。

日前，龙港又新添一家知名品牌

月子会所，喜喜月子会所龙港安

馨馆盛大开业。

作为今年龙港镇的招商引资

项目，喜喜月子爱护机构是全国

规模最大的连锁专业母婴服务机

构之一，2016年正式上市，已成为

中国母婴护理上市的领导品牌。

此次入驻龙港市场，也进一步优

化该镇母婴市场的资源配置。

据了解，到月子会所坐月子

的人群以“80”后白领人群和私营

业主为主，他们有固定收入，高学

历，愿意接受新事物。更主要的

是，这些年轻妈妈看重的是月子会

场能提供高品质护理服务。月子

会所在龙港受青睐，一定程度上也

体现了市场需求，至少也为年轻妈

妈的月子护理多了一个选择。

龙港招商引资再添一项目
品牌月子会所进驻

本报讯（统计）今年，我县农

作物夏播面积小幅增长，夏季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 18.8 万亩，同比

增长3.8%。

据统计，在这些作物中，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11.6 万亩，同比增

长 4.11%；中药材播种面积 4545
亩，同比增长 10.6%，夏种蔬菜

4.2 万亩，同比增长 0.5%；果用瓜

播 种 面 积 2.3 万 亩 ，同 比 增 长

8.9%，本季新增花卉苗木704亩，

同比下降 26.6%。今年夏播面积

的增长，主要是早稻和果用瓜面

积的提升。我县今年力推大棚早

稻和蔬菜轮作，农户大棚种植 10
亩以上早稻，给予每亩 100 元补

贴、西瓜种植主要是由于去年效

益较好，今年种植面积有所提升。

农作物夏播
面积小幅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温兴文）近

日，县海洋渔业局召开《苍南县

海洋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专家评审会，县

发改、海渔、财政、住建、港航等

单位以及沿海各乡镇相关负责

人参加评审。

专家组和与会人员一同审

查了《计划》编制成果，听取了

《计划》编制单位上海东海海洋

工程勘察设计院的成果汇报，经

质询和讨论，一致同意《计划》通

过评审。

县海洋事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内容包括转型提升海洋经

济发展、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积极推进智慧海洋建设、强

化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提升海洋

防灾减灾能力、促进海洋科教发

展水平等六大重点任务，立足我

县海洋事业发展现状，围绕“打

造美丽浙江的展示馆、会客厅和

实践地，基本建成浙南美丽和谐

的新家园”的建设目标，明确我

县海洋事业发展的思路、重点任

务，符合我县海洋事业发展实际

需求。

海洋事业发展三年计划通过评审
重点聚焦六大任务

当前，苍南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拥

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矿山井巷业之乡、中国塑编

之都等 3 张国字号工业金名片，其中印刷业、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纸制品业、纺织业、仪器仪表业

五大支柱产业，2016 年分别实现规上总产值 42.9
亿元、65.4 亿元、23.4 亿元、38.9 亿元、14.3 亿元，

合计 184.90 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56.91%，各产业相对集聚且在全国均具有一定的

行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全县工业经济发展起到

支撑作用。

五年来，我县致力于加快发展，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4 倍，

技术创新综合评价首次入围全省前十，顺利通过

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县验收。大力推进“四换三名”

“三转一市”，新增规上企业135家、省名牌产品11
个，成功挂牌“新三板”企业 3 家。积极化解“两

链”风险，全面实施企业帮扶“十大举措”，累计化

解不良贷款 78.5 亿元、发放应急转贷资金 82.5 亿

元。网络经济发展迅猛，成功列入省级电子商务

示范县。

苍南工业在实际发展中，正在逐步形成“2+
6+X”的工业平台空间布局，即规划面积 12.75 平

方公里的苍南工业园区和规划总面积 12.8 平方

公里的龙港新城 2 个主平台，灵溪镇、龙港镇、金

乡镇、钱库镇、宜山镇、望里镇等 6 大工业功能区

（托管区），台商小镇及各地以特色产业和小微园

为基础谋划创建的 X 个特色小镇，通过产业平

台的整合提升，推动传统块状经济向平台经济

转型。

今后五年，我县还将实施中小微企业创业园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积极利用拆后土地、闲置土

地、富余土地，开工、改造、规划建设 23 个、用地

3736.17亩的小微园，满足拆后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成长需要，共同助推“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为苍

南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工业体系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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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新成就展示新成就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砥砺奋进的五年—砥砺奋进的五年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委县政府紧紧围
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以服务企业发展为中心，大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促
进工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质量、结构和效益明显提高，
苍南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向前迈进。

今年1~8月份，全县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242.70亿
元，同比增长14.9%，列全市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50.42
亿元，同比增长11.1%，列全市第一。预计1~9月份，全县
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270亿元，同比增长14.5%，规上工业
增加值58亿元，同比增长11%。

“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化经济形态，已在各

个领域充分应用与发展，企业只有搭上“互联网+”

的快车，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激流勇进。维融作

为我县科技创新的“领头雁”，它通过信息化与工

业化的深度融合，推进“互联网+”创新智造，有力

驱动了企业转型升级，以高新产品赢得了市场，成

就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走进维融的展示大厅，一台台功能各异的点

钞机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任何一张纸币在何处使

用、停留时间多长、又流向何处，在“大屏幕”上显

示得清清楚楚；一叠万元的人民币塞入清风机，不

到 10 秒，就能轻松地分清真伪。而其打造的“无

人银行”、智慧金融系统正在将传统金融引入全新

的境界。

2016 年 1 月，浙江维融金融云设备省级重点

研究院顺利通过审批，这是目前苍南县唯一一家，

也是全市金融行业第一家拿到的省级重点的企业

研究院。研究院通过研发“金融云设备”，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研制出全套自

动化现金处理设备、智能终端设备、云平台及服务

软件系统，为社区银行网点提供无人化管理的整

体解决方案，为社区无人银行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最终实现社区银行的无人化管理。

创办于 2006 年的维融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转型成立维融集团，近年来，以高端金融设备与

物联网基数为研发方向，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管

理创新，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不断实现

着企业的跨越发展。

同样作为我县的龙头企业，天信仪表也紧紧

握住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为中国燃气计量行业市

场占有率最高、全国顶级的民族品牌，天信仪表也

是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专注研发与科技创新，尤其

是近五年来，天信每年都投入 2000 万用于研发，

并以逐年递增之势一直占据我县非公企业纳税大

户的“榜首”，同时，天信 30 多项国家发明和实用

新型专利，参与了 8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及规程的

制订，印证着“天信制造”的实力。去年4月，天信

与上市公司金卡智能“联姻”，两家龙头企业通过

资本市场实现全产业链整合，成为行业首例，被称

为温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样本。

维融与天信就是一道缩影，展现着科技创新

对于企业成长的意义，指引着经济发展的方向，更

彰显着我县企业家顺应经济新常态而开拓进取、

积极有为的独到眼光，代表着苍南经济不断健康、

平稳、不断前进。

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记者 陈薇拉/文 李士明/摄

“互联网+创新智造”
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推动力

2015 年，我县高新技术企业连续传来喜讯，

浙江世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正式挂

牌，成为我县首家挂牌上市企业，随后浙江熊猫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成功登陆新三板，而继

熊猫乳业、世博新材之后，诚德包装成为我县第

三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这是我县积极推行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成果，标志

着我县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取得了重大突破，

也为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域提供了新的渠

道。改革三年来，我县共推动42家企业开展股份

制改造，3家企业挂牌“新三板”，25家企业在浙江

省股权交易中心创新板挂牌，实现了苍南资本市

场零突破。

“熊猫炼乳，儿时的经典，值得回味。”作为

“80 后”一代，熊猫炼乳是小时候家中必不可少

的“饮品”。熊猫牌商标注册于 1956 年，至今已

有六十年历史。专业制造，用心服务，精益求精，

不断进取是熊猫乳业秉承的经营理念，经过跌宕

起伏的发展，如今，熊猫乳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炼乳生产企业，从德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

现炼乳生产的自动化、全封闭模式生产线。其生

产技术和工艺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同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炼乳市场占有率位居

同行业第一，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 15 个国家和

地区。

历经 60 多年品牌积淀，20 多年实业基础夯

实，熊猫乳业连续 5 年逆势飞扬，以每年 2 位数增

长，成为我县第一个新三板挂牌即获定增的企业，

使传统产业焕发青春，去年实现产值 3.5 亿元，企

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而我县首家挂牌新三板的浙江世博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型企业，成功挂牌后，于次年便实

现了年销售收入破1亿元的佳绩。

挂牌新三板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拓宽融

资渠道，还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品牌价

值。世博、熊猫、诚德的挂牌上市，是我县科技型

企业进军资本市场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科技金

融结合的一次成功实践。相信凭借着科技创新带

来的高成长、高附加值的优势，我县科技型企业必

将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关注，在与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对接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功。

企业上市实现突破企业上市实现突破

▶龙港新

城纺织提升园

▼灵溪坝

头轻工标准厂房

▲▲熊猫生产车间熊猫生产车间

▲▲仪器仪表生产车间仪器仪表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