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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成功首发2019年
全国县级市债权投资计划

逛市场 观商情

年味浓 消费旺

我市春节期间消费市场活跃

攒商报记者 骆红婷
本报讯 日前，在市国资办及市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的统筹下，由市城投集团联合人保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的“人保投控—义乌棚改项目不动产
债权投资计划”成功发行，19 . 5亿元资金一次性募集
到位。
本次债权投资计划，以省住建厅批复的省重点项
目—胜利(一)区块棚改项目为标的，落地资金将用于
胜利(一)区块安置房项目建设。自2018年10月项目正
式启动，克服重重困难，历时4个多月高效完成产品申
报注册发行。该项目为2019年全国县级市城投类企业
首次发行的债权投资计划，在保险资管市场中，树立全
新标杆。
据了解，此次成功发行债权投资计划，并引入保险
资金的支持，是对国企融资模式多元化的重要补充，是
国资对融资工作又一创新力举。债权计划资金的落地
将进一步发挥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
有力助推义乌“对
标自贸区、干实试验区”，高质量高水平建设世界“小商
品之都”。

攒商报记者 黄玉洁 文/摄
春节期间，
消费升温。不管是温馨的
年夜饭、麻辣火锅等餐饮企业，还是水
果、保健品等年货都迎来了消费高峰期。

商场不停业力争开门红
过年少不了一家人外出逛街，商场
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好去处。
为了力争新年开门红，义乌之心、
义乌万达广场、银泰义乌伊美店等大型
商场基本上只在除夕、初一、初二这三
天提前关门，初三后基本恢复正常营业
时间，并推出各种促销打折活动，以此
吸引客流。
年初三晚上，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发
现，餐饮店、服装店、家居店等店铺均开
门营业。市民钟女士带着一家人来到新
城吾悦商城，
“过年期间，很多餐饮店都
关门了，
就特意和朋友到这里吃火锅，
然
很方便。
”
后逛街、
看电影，
某品牌女装工作人员表示，春节期
间，
公司推出了优惠活动，
不少春装新款
打7折，冬款更是有5折的优惠。大家轮
流值班，争取能够有个好业绩，为2019
年开个好头。
据了解，由于物流企业在春节期间
基本处于停业状态，令淘宝卖家及众多
电商在整个春节期间少有接单发货，因
此让各大传统实体卖场迎来了一年当中
难得的销售黄金期。

马万：
实干成就梦想
进口水果备受青睐

水果等年货销售火爆
而在各大超市，进口商品成了更多
市民的首选。
在世纪联华、
大润发等超市
里，
均开辟了进口商品专区，而在水果区
域，智利车厘子、泰国桂圆、越南火龙果
等进口水果成为热销的年货。
“相比各种补品、保健品，我去亲朋
好友家拜年，更喜欢买桂圆、车厘子、火

龙果、
芒果等水果，
好吃又实惠。
”
正在挑
了商业、旅游、餐饮等各行业的繁荣，
选水果的市民周女士高兴地说。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节经济”。随着
某品牌水果店负责人朱经理表示，
中 国 经 济 的 高 速 发 展 ，春 节 期 间 产生
为抓住春节这一销售好时机，每天都坚
的 假 日 经 济 愈 加 凸 显 ，尤 其 是 春 节 相
持营业到下午6时，水果销量相比平时
关 的 文 化 衍 生 商 品 更 是 销 量 极 佳 ，从
翻了好几番，智利车厘子、泰国山竹等
生肖系列的产品到象征着过年喜庆气
中高档水果尤其畅销。
氛 的 红 色礼 品都 受到 消 费 者 的 青 睐 ，
业内 专 家 表 示 ，春 节 期 间 ，人 群 、 大多数行业都能在“春节经济”中收获
物资、资金、信息的大规模流动，带动 “大红包”。

年货行情持续 外销行情收尾
节前一周价格指数环比小幅上涨

攒商报记者 曹晓蓉
日前，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中小
商品周价格指数发布。
据监测，
该项指数
本周为100 . 49点，环比上涨0 . 07点，其
中，
出口交易价格指数、
网上交易价格指
数、
场内直接交易价格指数、
场内订单交
易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0 . 01点、0 . 03
点、0 . 12点、
0 . 32点。
临近春节，市场行情多为内销批零
补货，
外销行情收尾，
商家以承接年后订
单为主。年货行情持续，各类喜庆工艺
品、
民俗工艺品、
家居日用工艺品销势喜
人；
受春运出行高峰带动，儿童蛋壳旅行
箱、子母箱、密码箱和3D图案行李箱等
产品批零行情见好；各类保暖产品销势
稳健，
床上用品、
家装类针·纺织品、服饰
类等行业场内成交活跃，以小额批零行
情为主。15大类价格指数8涨4跌3持平，
箱包类、
针·纺织品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钟表眼镜类、五金及电
料类、鞋类、辅料和包装类8个大类出现
上涨，最大涨幅为1 . 36点；护理及美容
用品类、日用品类、电子电器类3个大类
出现不同程度下跌，最大跌幅为1 . 15
点；玩具类、首饰类、
工艺品类环比持平。
在97个二级类别中，上涨比例为26%，下
跌比例为14%，
持平比例为60%。
具体从各行业分析来看，节前这一

周价格指数呈现如下看点：
婴儿玩具类价格指数为100点，走
势平稳。
近期，
婴儿玩具行业整体销势平
稳。内销方面，节前购物客商持续增多，
婴幼儿手摇金属响铃、音乐旋转床铃、
传
统木制拨浪鼓等传统玩具销量较往年同
期略有上升；
婴儿脚踏钢琴、
不倒翁点头
娃娃、3D软胶积木等新品携带方便，造
型可爱，受到众多游客青睐。外销方面，
拼装磁力片、木制拼装积木等拼装玩具
销势良好，订单较多，主要销往中东、欧
美、俄罗斯、南美等地。
发饰品类价格指数为100点，
走势平
稳。
临近休市，
发饰品行业迎来收尾行情，
以内销小额批发补货和零售居多。
内销方
獭兔毛发圈、
珍
面，
手工发箍、
复古类发箍、
珠水钻边夹等高档发饰品零售行情较好，
以礼品形式销售为主；
卡通造型珊瑚绒洗
脸发带、
假发类刘海片、
马尾片、
中老年假
发等产品也有不错表现。
外销方面，
物流逐
以
渐停运，
部分订单排至春节后生产发货，
亚克力头圈、
树脂发抓、
皮筋类发圈等产品
为主，
主要销往中东、
非洲等地区。
专用工艺品类价格指数为100点，
走势平稳。近期，
专用工艺品行业整体销
势良好。内销方面，春节临近，喜庆用品
销售持续火热，灯笼挂件、中国结挂件、
对联、生肖贴纸、红包等产品批发行情喜
人；佛珠、佛像、平安符挂件等宗教用品

销势稳健；生肖猪造型的各类年画、挂
件、
摆件等工艺品深受各地客商喜爱，销
量突出。外销方面，宗教用品、部分传统
春节用品受到华侨客商青睐，有少许订
单，
主走东南亚地区。
电子数码产品及配件类价格指数为
99 . 25点，走势平稳。近期，电子数码产
品及配件行业整体销势平稳。随着各地
学校期末考试结束，各类数码产品受到
广大青少年群体青睐，无线触摸板键盘、
大触屏迷你键盘、悬浮数字键盘及发光
键盘鼠标套装等产品销量保持良好；各
种超薄U盘、升级扩容U盘、有屏USB录
音U盘、卡通造型U盘、打火机造型U盘
等产品外贸销量较好，主要销往索马里、
韩国等地；存储卡、复读机、学习机等产
品以少量老客返单为主。
护肤美容用品类价格指数为99 . 7
点，走势趋稳。近期，护肤美容用品行业
整体销势稳健，以内销为主。爽肤水、眼
霜、护手霜、眼膜、纸状面膜等应季产品
持续旺销，
以品牌产品销售为主；隔离粉
底、眉笔、眼影、腮红以及美甲用品等彩
妆用品销势稳中有升；洗手液、沐浴乳
液、去痘膏、剃须膏、脱毛膏等身体清洁
用品销量保持稳定。
香氛类价格指数为100点，走势平
稳。近期，香氛行业整体销势良好。内销
方面，
清新花果香型女士香水销量突出，

后市看好；受春节出行高峰带动，各类车
载香水受到年轻消费者喜爱，销量有所
提升。外销方面，男士、女士、中性香水以
及一些套装产品有部分外贸订单，以柑
橘、柠檬、葡萄柚、红醋栗、香草、茉莉等
香型及其混合香型产品销售居多，主走
中东、欧美、南美等地。
休闲娱乐用品类价格指数为100
点，走势平稳。春节将至，休闲娱乐用品
行业整体销势稳健。内销方面，吉他、电
子琴、口琴、萨克斯、架鼓等乐器类产品
销量稳中有升；各类野营帐篷、休闲躺椅
等户外产品需求强劲；扑克、麻将以及各
类棋类产品销量稳步提升，后市看好。外
销方面，帐篷、睡袋以及野营用品有部分
欧美订单；抛竿、渔轮、鱼饵、鱼漂等渔具
类产品销量较好，主走南半球国家。
床上用品类价格指数为102 . 08点，
小幅提升。临近休市，床上用品行业整体
行情保持平稳，以内销零售行情为主。加
厚纯棉、磨毛水晶绒、水洗棉、法兰绒等
材质的冬季床品四件套以附近床品店小
额补单为主；欧式豪华喜庆床品多件套、
全棉生态磨毛高档婚庆套件、超柔大红
婚庆双人毯等婚喜庆床品批零两旺；春
节前后乔迁新居等活动增多，中高档礼
盒装床品销量平稳；乳胶枕、慢回弹记忆
棉枕、全棉可水洗枕、荞麦枕、抱枕等枕
芯类产品批零表现良好。

外国商人在义乌
攒商报记者 黄玉洁
“真没想到能获此殊荣，这对我既是肯定也是鞭
策，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年前，也门小伙马万收到了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颁发的聘书，邀请他担任学校
第二届校友会的副会长。
2014年，高中毕业的马万只身一人来到义乌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留学，他边学习中文边结交朋友。如
今，马万不仅在义乌拥有了自己的“国际朋友圈”，还
从帮人打工开始，掌握了属于自己的生意经。在他眼
里，自己是“新义乌人”，而义乌不仅是他的第二故
乡，更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魅力之城。

情有独钟学中文
“马万你好，这阵子有空吗？”
“ 没问题，随时！”约
马万做采访是通过微信语音。令人惊奇的是，马万来
中国时间不长，但他说起中文却十分流利。不仅能与
他人交流自如，还能看懂不少中文书籍，用手机时还
能通过拼音打字发送信息。
“这得归功于我的大学。”马万说，为更快地学会
中文，在刚入校的大半年时间里，自己几乎每天在校
内图书馆看书，从中英文互译书籍开始看起，边看边
记，将不少外国人口中“世界最难学的语言”牢记脑
海中。
在校期间，马万不仅积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还
坚持做公益，并在2016年被评为义乌市“最美消防
人”。此外，马万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尤其是
2016年年底参加义乌“万国咏鹅”活动，通过朗诵家喻
户晓的古诗《咏鹅》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后，马万在
义乌有了不小的人气。

从零开始在义创业
马万经常逛国际商贸城，为自己未来的创业做好
准备。
“ 学校放假期间，经常出去旅游，但都没有见过
规模这么大的小商品市场。”马万说，自己毕业后去
了朋友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从翻译干起，积累经验。
刚开始，马万几乎每天都在国际商贸城陪客户选
购商品，一逛就是一整天，他没有丝毫抱怨，而是兢兢
业业地帮客户同经营户沟通、对产品质量及数量进行
把关、时刻留意货物的发送……能够轻松转换阿拉伯
语和汉语的他也因此很快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毕业至
今半年时间，他就已经从员工变成了总经理，而且还持
有老板给的公司股份。
“只要肯用心，在义乌就一定能赚到钱”，这是马
万经常说的一句话。他非常看好义乌电商的未来，
2019年他准备自己开公司，主营电商业务，并以此
为起点，正式开启他的创业人生。

扎根义乌开启新生活

建立会计信用
“红黑名单”
我市出台会计执业记分信用管理办法

攒商报记者 王婷

通讯员 徐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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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定条件和考核评分标准，并给予相应
的政策优惠。对考核评分差的机构，
责令限
期改正，
责令期满仍不改正的机构，
列为重
点监管对象，受行政监管部门查处的机构
列为年度
“黑名单”
；情节严重的，按法律法
规规定撤销代理记账许可证。截至目前，我
市经批准的代理记账机构共有348家，服
务委托代理记账单位63656户，全市90%
以上的小微企业通过代理记账机构向财税
等有关部门提供会计信息。
据了解，早在2015年，我市就对会计
执业监管进行了探索，通过运用“互联网

●●●●●

+”优势，结合税收征管，开展会计岗位实
名登记。作为推进会计管理转型升级、整合
会计资源、打造会计监管新格局的集中成
果，会计执业记分管理办法将形成会计监
管合力、推进税务集中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 管理办
是对会计人员和代理记账机构
法》的出台，
执业行为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信用量化监
管。除了掌握行业情况，还可以进一步清楚
地了解各机构执业行为，规范了代理记账
行业的发展，使非法代理记账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为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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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我市出台了《义乌市会
计执业记分信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全市范围内代理记账协会会
《管理办法》
员单位及任用的会计人员和业务负责人，
非会员单位及会计人员、业务负责人都将
纳入会计执业记分信用管理。
根据《管理办法》，一旦会计人员违法
违规，将实行“驾照式”扣分制。我市结合
《会计法》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80
号令)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制订了18种情

形及扣分标准。财政、税务、审计、金融等
监管部门将会计人员违法违规材料和建
议记分，交由市代理记账协会确认记分。
会计人员存在扣分的，所在机构业务负责
人相对应折半扣分，确立机构业务负责人
的管理责任。以一个自然年度扣分超过6
分(含)、不到12分的，应当参加协会组织的
继续教育培训；超过12分的，列为当年度
“黑名单”
。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开展代理记账机
构会计信用等级评定。将会计信用等级分
为5A、4A、3A、2A、A五种，分别设置不同

“我爱义乌并不只是因为这里充满商机，还因为这
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很温暖。”马万说，费雷斯是在义乌
比较成功的外商，与他相识于义乌世界商人之家飓风
骑行俱乐部。去年五月，他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吃
饭，真的没想到他会叫来这么多朋友为我过生日。
此外，马万毕业后仍然坚持做公益，也和很多当
地人成为了朋友，大家平日里就像家人一样亲。等他
的新公司稳定后，他计划把母亲带到义乌，在义乌实
现家人团聚。
“ 我来到义乌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让母亲看到我在义乌的生活了。”
马万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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