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记者 童志辉 摄/记者 高宇

本报讯 “2018 FIFA俄罗斯世
界杯吉祥物”中国全网首发仪式，近日
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萧山文创
企业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下文
简称“孚德”）作为第二次被国际足联
授权的世界杯吉祥物全球独家授权商，
于本次活动中联合天猫、苏宁易购、京
东、淘宝网、阿里巴巴、网易考拉、懂球
帝、小李子、楚楚街等国内多个顶尖电
子商务平台和体育垂直类社区，在全网
范围内进行了“2018FIFA俄罗斯世界
杯吉祥物”的首发与同步销售。

本次发布会中，孚德首次将体育
IP授权和新零售业态进行内容整合，
以体育IP衍生产品为入口，利用符合
时代潮流的线上直播文化作为内容输
出端，打造链接球迷消费和娱乐的综
合性平台。活动现场，线下仪式和线
上直播同步进行，相得益彰，取得良好
互动效果。

作为萧山文创代表企业，孚德具
有极强的创意设计、营销能力。孚德
在获得“FIFA2014巴西世界杯授权
突出贡献奖”后，再次拿下2018FIFA
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以及其他几十个

品类产品的全球独家授权。这两次全
球独家授权奠定了孚德作为中国体育
IP顶级授权公司的地位。

在2018年FIFA俄罗斯世界杯吉
祥物的品牌运营中，孚德全程参与了
吉祥物的立体创意设计、产品规划等
多个步骤，并全权负责吉祥物全球范
围内的（除主办国俄罗斯）定价、生产
与销售，真正实现了从“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到“Creation In
China”（中国创造）的产业模式转变。

作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顶尖体育
IP授权和体育品牌管理领域的拓荒者，
目前孚德运作过的国际体育授权项目
包括：2014巴西世界杯、2015加拿大女
足世界杯、2016法国欧洲杯、2014-18
欧洲冠军杯、2015英式橄榄球世界杯、
2018俄罗斯世界杯、意甲AC米兰俱乐
部、德甲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多特
蒙德足球俱乐部等；同时公司也积极参
与国内体育IP的授权项目，如中超联
赛、北京中赫国安、申花俱乐部、中网、
2018杭州短池世界游泳锦标赛等。

据悉，2018FIFA俄罗斯世界杯
（2018 FIFA World Cup Russia）吉祥物
扎比瓦卡（ZABIVAKA）是一只象征

“进球者”的西伯利亚平原狼。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陈国瑾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杭州海关驻
萧山办事处获悉，2018年企业年报工
作预计将于4月份开始，具体报送时
间、方式和年报内容海关方面将另行
公告。

据了解，此次暂缓报送《年报》，是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放管
服”改革部署和国务院简政放权工作
要求，减轻广大进出口企业负担，优化
营商环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海关总署发布2017年第68号公
告，自2018年1月1日起，进出口企业
暂缓向海关报送2017年度《报关单位

注册信息年度报告》。待海关总署会
同工商、商务等部门推进企业年报“多
报合一”改革工作完成后，进出口企业
将通过国家统一平台报送年报。

杭州海关驻萧山办事处提醒：年
报关乎企业信用，对未按规定报送年
报的企业将会被列入异常名录实施严
密监管，并将影响企业成为高级信用
企业，敬请广大进出口企业及时关注
相关情况。

如对企业年报工作有疑问，请拨
打12360热线或向杭州海关驻萧山办
事处企业管理部门联系，联系电话为
83718220。

■记者 靳林杰 刘殿君 通讯员 张琼

本报讯 自2017年11月中旬以来，萧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把桥南区块“四无”企
业整治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开发区管委会
及区级有关部门抽调了60余名业务骨干，
组成4个整治工作小组，对桥南区块“四
无”企业进行整治，成效显著。截至目前，
已清退“四无”企业56家，腾出厂房近10
万平方米。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四无”企业整治
工作，近日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四

无”企业整治工作推进会。区委常委、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叶建宏强
调，开发区上下要一鼓作气，建章立制，全
面打胜“四无”企业整治工作攻坚战。

下一步，开发区将继续坚持清退和整
改两手抓，加强宣传力度，多管齐下，引导
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打胜“四无”企业整治
攻坚战。

打好组合拳 成绩来之不易

桥南区块仓储、物流、电商企业较多、
占地面积大。从一开始，众多企业负责人
抱观望侥幸心态，以搬迁困难等理由为借
口，不断拖延，不配合工作组工作。但工
作组以超常的工作举措和力度，下定决
心，通过“组合拳”行动，坚决打好“四无”
企业整治攻坚战。

摸底排查，加强。开发区四个工作小
组秉持“不放过一家四无企业”的原则，对

所有企业挨家挨户进行走访、摸底排查，按
“一企一档”的要求建立排查整治台账，找
准问题症状，摸清涉及无营业执照或者营
业执照地址未变更企业，无环保相关手续
企业，违法用地，违章搭建，安全（消防）措
施不到位的企业，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将
信息录入网上系统，供工作人员随时查看。

思想工作，加量。约谈也是“四无”企
业整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了促使
房东企业及承租户配合工作，各工作小组
不断对企业进行约谈，每家企业至少约谈
一次，对不予配合的企业做大量思想工
作，分析“四无”企业的利害关系，本着“先
礼后兵”的原则，尽最大可能通过协商方
式解决问题。

执法震慑，加压。开发区联合城管、
工商、消防等区级各职能部门共同执法，
对前期摸排的“四无”企业挨家挨户巡查，
检查问题，严格落实水、电、气停供措施。

对于“四无”企业，查处一个、震慑一批、影
响一片。对于腾空的厂房，按照相关规定
贴上封条，严防“四无”生产行为发生反
弹。

同时，开发区以此次“四无”企业整治
为契机，全力推动企业规范经营、提质增
效，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通过“组合
拳”行动，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改造提
升。对再次招商来的企业加大审核力度，
确保入住企业符合园区产业导向。

一鼓作气 全面打胜
“四无”企业整治工作攻坚战

“四无”企业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叶建
宏听取了排查整治组和综合协调组汇报的
最新进展情况。他指出，在前期工作中，各
个工作组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各部门密切
配合，步调一致，整治工作成果初显。在时
间紧、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每个工作

人员不辞辛劳、不畏困难，集中时间、集中
力量，加班加点、迎难而上，有效推进了“四
无”企业整治工作。

对于接下去的工作，叶建宏要求，“四
无”企业整治工作刚刚才开始，要充分认
识“四无”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
个工作组要紧抓工作重点，整治工作要深
入彻底，不留死角，要切实加强协作配合，
齐心协力、联合执法，全力推进整治工
作。在整治的关键时候，越要拧紧发条、
一鼓作气、坚持不懈。要紧扣时间节点，
坚持标本兼治，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
的措施，强力推进“四无”企业整治，从根
本上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分类指导、建
章立制，建立组织、完善档案，构建长效管
用的机制。要加强分期分类督导，坚持长
短结合，验收、抽查方式要多样化，要严格
落实责任，切实做好“回头看”工作，实现
长效管理，推进可持续发展。

今日政事

“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中国全网首发仪式在萧举行

萧企再获世界杯吉祥物全球独家授权

排查约谈加压查处 整治“四无”打组合拳
开发区召开“四无”企业整治工作推进会

■倪火山 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2017年4月初至今，萧山区红十字会
深化民情服务机制，组织机关干部开展

“民情双访”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架起一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
群众的连心桥。

2017 年 11 月 22 日夜，我们走访小
组一行四人来到拱秀社区陈师傅家中，
向老人送上“党的十九大”宣传材料。
老人激动地用双手拿着小册子，洋溢着
发自内心的喜悦：“总书记的报告讲得
真好。我是一名老党员，我们这代人见
证了新中国的建立，看到国家越来越强
大，由衷地感到自豪。国家强大了，我
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老人跟我们聊
起了他的“幸福感”。陈师傅今年86岁
了，儿子女儿都已成家，住在不远的潘

水小区，他和老伴都有养老金，日子简
单温馨。

“社区每周都有活动，我经常参加，老
了也要学习嘛！我们萧山有一百多位百
岁老人，我还年轻呢！”陈老爽朗地笑起
来。

第二户走访的是汤阿姨家，她是一
位独居老人，前段时间因为摔了一跤，还
起不了床。汤阿姨听说我们是区红十字
会的工作人员，说：“我母亲前年去世了，
遗体捐献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她说要
为社会做点贡献。我也一直有这个愿
望。”区红十字会富慧秘书长给汤阿姨详
细讲解了遗体（组织）捐献报名的注意事
项，跟其女儿联系确认后给汤阿姨登记
报名。从这户人家出来后，我联系了区
红十字传林志愿服务出租车队，几位志
愿者都表示会免费接送汤阿姨就诊，直

到她康复。
拱秀社区是我区最早的社区，总共有

109幢居民楼，3438户，人口数8168，老年
人比较多，在我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老
龄社区。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这个走访
小组积极开展了各项助老、医疗等服务，
帮助解决老年食堂、停车难、保洁卫生等
一些实际困难，并将应急救护培训、人道
救助等服务打包送到社区，实实在在做好
群众的贴心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接下来,区红十
字会将“民情双访”活动作为持久性、常态
化的群众工作模式一直推进下去，真正做
到在走访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实干中
转变工作作风。

2018年企业年报工作4月开始

春节临近，传化花卉中心蝴蝶兰、大花蕙兰等年宵花卉陆续上市，不
少市民前去选购，扮靓家庭和办公场所。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年宵花卉上市

工作做深做细 走访入户入心

记者5日从浙江省工商局获悉，
最新统计显示，浙江省由女性创办的
市场主体达170.52万户，占所有市场
主体 29％，比 2016 年新增 22.19 万
户。

最新揭晓的2017年度浙商女杰
榜单中，赛丽正宏集团总裁夏赛丽等
46位女企业家分别获奖。为了展示

巾帼浙商的独特风采，这样的评比活
动已经举办了10届。

浙江省工商局副局长方金土表
示，从近10年来浙商女杰获奖者的变
化可以看出，浙江创业娘子军呈现了
国际化、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的发
展特点，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生力军。 （新华社）

市场大省浙江 女性创办主体占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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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建林 区政协办副主任

我们对靖江街道东桥村的“民情双
访”经常是在与村民“闲聊”中开展的。在
最初的几次“双访”中，我们也一度怀疑这
样的“闲聊”是否有意义，直到有一次：

那次日访的对象是村里的一户祖孙
相依的家庭。老奶奶已80多岁，她儿子因
病英年早逝后媳妇改了嫁，改嫁时孙子尚
年幼，媳妇几次三番想带走自己的儿子，
无奈老奶奶执意不肯，因此断了联系，从
此祖孙两人相依为命。目前孙子已28岁，
在一家企业工作，家庭经济也较为困难，
还没找到女朋友。老奶奶忧心如焚，黯然
地对我们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个女
孩愿意嫁到我们家来啊？”

“现在独生子女家庭多，很多女方家
庭喜欢男方住过去，女方不愿意嫁过来可

以让您孙子过去啊！”我们安慰她。
“这怎么可以啊？”老奶奶连连摆手，

“是有好些人来做媒但都提出要我孙子到
女方家去，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对得起祖宗
啊！”

很显然，这是一个传统传宗接代观念
很强的老人，之前不让她媳妇带走孙子，
也肯定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于是我们走
访组一行你一言我一语做起了思想工作：

“您看！您刚才自己也在说没女孩愿
意嫁到您家来，您又不让他到女方家去，
那岂不是没人愿意和他结婚，不结婚哪来
的传宗接代？”

“您孙子现在年龄还不算大，等再拖
几年，年龄大了更难找女朋友了，您要赶
紧转变观念，否则真的误了您孙子。”

聊着聊着，老奶奶沧桑的脸上露出了
笑意：“听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下

次有合适的我一定同意了。”
走访完了老奶奶，我们又到她邻居家

走访，话题自然而然提到了老奶奶孙子的
婚姻问题。原来周边邻居也都为这事曾
劝过老奶奶，无奈谁劝她就跟谁急，久而
久之谁都不敢提这事了。“你们来得可真
好啊！这一劝说不定她真的转变观念了，
这可是帮了她孙子大忙啊！”邻居由衷地
说。

结束了这次走访活动，我们也感觉充
满了成就感。走访“闲聊”中传递先进的
思想、观念何尝不是“民情双访”活动的意
义所在啊！

话家长里短 转婚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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