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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路达
获“浙江制造”认证

成全省皮具行业首批获证企业之一
□记者 郭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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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工匠吴明月

做千家万户都适宜的好家具
□记者 蒋昊非 通讯员 杜娅玲

本报讯 日前，浙江金路达皮具有限公
司 S8、K8、B2 系列背提包获得浙江制造国
际认证联盟颁发的浙江制造认证证书，成为
全省皮具行业首批获得浙江制造认证证书的
企业之一。
“浙江制造”是由浙江省政府主导，整
体体现浙江制造“好企业”和“好产品”的
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理念，目标定位是高品
质、高端化，对符合高标准、高品质要求的
浙江产品进行认证。获得“浙江制造”认证
的产品，将优先纳入“浙江制造精品”目
录，在政府采购、政府性投资及补助、国有
企业投资等项目中，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浙江制造”以“国际先进、国内一流”为
标杆定位，是浙江制造业的标杆和领跑者。
金路达皮具公司创办于 1983 年，一直
以来，公司以创民族品牌为己任，深耕制造
业，弘扬“工匠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做大
做强“金路达”“劳斯帅特”两大品牌。公
司产品先后成为上海 APEC 峰会专用会议
包、第 28 届奥运会中国击剑队专用皮具产
品、G20 杭州峰会元首指定用包……金路达
攀上了国内皮具品牌的高峰。
经过产品检验 （型式试验） +“浙江制
造”管理要求评审，金路达公司生产的产品
符合 ZJM-002-2922-2016 《浙江制造认
证实施细则——背提包》 的要求，被授权可
以使用浙江制造的“品”字标志。
金路达公司董事长邵朱法表示，金路达
产品通过“浙江制造”认证,增加产品的品
牌附加值。据邵朱法透露，今年，金路达与
其他国内顶级皮具企业一道，共同负责起草
全国皮具行业标准。目前，相关标准已经起
草完毕，正在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中。

在万家宜家具有限公司会客厅的荣誉墙上，整齐地摆着各类荣誉奖牌和证书，它承载着万家宜 17 年来发展的缩影。吴明月
说，荣誉既是体现社会各界对公司的肯定，更是万家宜对“千家万户都适宜”这一理念的践行足迹。
吴明月是浙江万家宜家具有限公司董
事长，在上世纪 90 年代去了广东学习红
木家具制作手艺。2000 年，他回家乡创
办了万家宜红木家具。经过近 20 年的发
展，目前万家宜红木已是我市颇具影响力
的品牌企业。
在家具制作上，吴明月重视材质的应
用，红木家具首要问题也是对材质的处
理，从根本处理好后再追求后续的雕刻等
工艺。很多企业关注工艺，认为产品工艺
好品质好，就能卖出好价钱，却忽视了材
质。“我最看重的是木材烘干这个并不太
起眼的环节。
”吴明月说。
2003 年，吴明月曾到北方考察红木
家具市场，其中的一番见闻至今还记忆犹
新。“我当时看到几件红木家具有开裂变
形后修补的痕迹，就向其负责人询问原
因，结果对方却说红木家具哪有不开裂
的。对方的回答让我很震惊，觉得北方红
木家具市场对红木家具存在的认识误

区。”吴明月说，烘干是红木家具制作的
基础，如果烘干技术不过关，木材含水率
达不到标准，再好的家具也只是昙花一
现 ，“ 因 此 我 们 保 证 100% 烘 干 ， 保 证
100%无掺假，以双百承诺保障品质。”
为使每一块木料都能烘干，吴明月选
用了“分类烘干”的方法，对不同规格尺
寸的板料构建进行分类烘干，所用时间有
所不同。由于烘干处理到位，所制作家具
在气候干燥的北方地区，也不会出现开
裂、起翘等现象。
为进一步提升家具制作品质，吴明月
还颠覆了红木家具企业要做好售后服务的
传统理念，大胆提出了“无售后服务”概
念。
据了解，万家宜红木有一套严格的生
产标准，规定所有工序必须按生产标准规
范操作，产品都用榫卯结构拼接，严丝合
缝，
坚实牢固。除木工制作外，
万家宜红木
在刮磨、油漆等的细节上做得相当不错。

“这样做并不是把售后服务成本削
掉，而是把这块成本前置了，放到生产环
节中去。
”吴明月说，
“这样，就能把生产
的各个环节做得更好。这一理念得到了消
费者的广泛认同。
”
吴明月在把控品质的同时也寻求创
新，在简洁明了明式家具基础上，结合现
代人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去除雕花等装
饰，将原本厚重家具变得简约，在简约同
时体现实用性，更适应现代生活。把经典
红木家具时尚化、舒适化、功能化，让红
木家具技艺和文化经典永续流传。
吴明月说，将一直秉承初心，以质量
发声，做良心红木家具。

□通讯员 李建蔚

本报讯 现 在 出 国 留 学 、 务 工 的 人 越
来越多，自然也有很多人在国外生了孩
子，这类人回国给孩子上户口，首先要办
理国外出生证公证认证，才可以上中国户
口。
每年都有华人、华侨来市公证处办理国
外出生的子女出生申报户口手续。由于国外
出生小孩的出生证系外文，拿到国内使用
时，国内的政府部门是没有办法确定国外出
生证的真实性的，也没有办法查实，所以国
外的文件到国内来使用的前提是办理中国驻
该国使领馆对文件进行认证。经过使馆认证
过的文件才能被国内政府机关所接受认可，
市公证处也方可以为当事人办理出生证的外
文与中文译文相符公证，以确认落户儿童与
其父母的关系。
为能及时为落户儿童办理户籍登记手
续，使前来办理公证的华人、华侨实行“最
多跑一次”，市公证处特与相关有资质的翻
译公司进行协调沟通，为当事人提供快速、
优质服务，让华人、华侨真正体验市公证处
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市卫生监督所

严查非法
“胎儿摄影”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金永伟

南江湖溪镇段

水清景美 白鹭戏水
□记者 孙新萍 蒋昊非
近日，记者来到湖溪镇南江村新东溪自
然村，只见巨大的红色标语下，一条河流安
静地流淌着，这就是正在参与评选市里最美
河流的南江湖溪镇段，江面宽阔平静，不时
可见白鹭戏水。
南江湖溪镇段全长 12.68 公里，起于南
江水库，止于横店南上湖东村界，流经南
江、清潭、东雅等 7 个行政村和 14 个自然
村，是湖溪镇重点河流。
在过去，南江中杂草与垃圾较多，由于
当时村民环境意识较弱，往河道中倾倒垃
圾，且沿线村庄也将污水排入河流中，导致
垃圾多水质差。
从 2014 年整治开始，南江有了巨大转
变，清理了垃圾并进行了清淤工作，对河
道完成了清理，做好了沿线村庄截污纳管
工作。湖溪镇由镇人大主席担任河长，村
主要干部当村级河长，各级河长定期进行
巡河，现在每天都有管理员对河道进行维
护管理，发现垃圾及时清理，保证了水净
环境美。随着河流环境的好转，在该段钓鱼
的人也越来越多。

市公证处为国外出生
孩子落户东阳公证

才艺展示
4日下午，
巍山镇综合文化站与巍山第一小学教育集团联合举办了巍山镇2018年小学生文化艺术节。全镇六所小学选送了12个
节目，
除常见的器乐表演外，
还有诗歌朗诵、
舞蹈等才艺展示，
充分展现了各所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
记者 包康轩 通讯员 赵子淳

减少经营成本 弥补技术空白
市食药检测中心与海森药业签订合作协议

□记者 杜思远 通讯员 郑倩倩
本报讯 近日，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与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 《仪器借用及检验合作协议书》。这是
该中心首次以订立合同的形式与药企合
作，实现双方在技术力量、资源设备上
的共享共赢。
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国内外市场
对药品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而药企的
发展动力就在于不断地研发和创新产

品，这就对药企的检验检测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海森药业”相关负责人
说，药企配备的检测设备类型比较单
一，研发新产品需要添购新的仪器设
备，这无疑会给企业增加压力。我市共
有药企 12 家，产值规模近 40 亿元。因
此，解决药企当前所面临的行业困境具
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在仪器设备方
面，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就具有明
显的优势。该中心目前共拥有检验分析
仪器和设备 150 余台、套，基本覆盖了食

品药品检验常规项目的所有仪器设备。
“我们中心虽然设备齐全，
但由于成立
时间短，
在技术力量上较为薄弱，
特别是在
产品开发方面几乎是空白，而这一点恰是
药企所擅长的。
”
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
这次与药企开展项目合作，
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心先进的大型仪器设备
为药企解决设备仪器上的不足，减少了企
业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药企的研发技术力
量也为中心填补了研发上的技术空白。两
者共享检验资源，
实现了彼此的优势互补。

本报讯 听胎心、看肚型、辨口味、观
肤质……准妈妈们搜尽民间各种偏方，只为
一探腹中孩儿性别。近期，国内部分地区一
些公司借“胎儿摄影”名义，为孕妇提供四
维彩超服务。
针对这一情况，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专
项监督，对全市 32 家使用超声诊断仪的医
疗机构进行了检查。从检查结果看，并未
发 现 违 法 行 为 。 根 据 《医 疗 器 械 分 类 目
录》 规定，超声诊断仪属于第二类、第三
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为医疗机构临床诊
断，非医疗机构不得使用超声诊断仪。医
院为孕妇做四维彩超的目的原本是检查胎
儿是否存在先天性“二尖半狭窄”等先天
缺陷。
“由于有些‘胎儿摄影’涉嫌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为非法鉴定胎儿性
别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
通知，严禁非法使用超声诊断仪开展“胎儿
摄影”活动。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一直严厉打击非
法人流，查处非法人流案件 20 起，吊销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 家，移送公安机关 1
家。

［歌 山 画 水］
南山省级森林公园宣传语言规范化

近日，南山省级森林公园开展推广普通
话活动，在客流量多的景点出入口悬挂相关
宣传标语，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
（单佳月）

浙东书画院为新农村建设添彩

近日，浙东书画院副院长王松德和李智
华在望燕楼书院楼台墙上现场挥毫，画出了
长 30 米、宽 2.5 米的 《万里江山如画》；卢
少伟为望燕楼民俗婚礼创作书法百米长卷，
为我市新农村建设增光添彩。
（陈建中）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