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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腿之都”到“新能源汽车基地”
金华市的华丽转身令人惊艳

金华成了新能源汽车基地。

新能源汽车独领风骚
浙江金华，古称婺
州。改革开放以来，金
华闯出了一条具有鲜明
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
近日，全国数十家晚报
的总编和记者来到金
华，见识了金华改革开
放中一个个破茧成蝶的
故事，让传统的产业插
上科技的翅膀，在更阔
大的世界遨游。
扬子晚报记者 陈迪晨

外界眼中，金华这座以火
腿闻名的城市似乎与“汽车制
造”并不搭界。其实，金华不
缺“汽车制造”基因，尤其是新
能源汽车领域，一直走在全国
前列。上世纪 80 年代，金华
便是全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
配件生产基地。进入 21 世纪，
以青年汽车尼奥普兰为代表
的豪华客车一度风靡大江南
北。
2007 年，金华被授予“中
国 汽 车 摩 托 车 产 业 基 地 ”称
号。正是借助“中国汽车摩托
车产业基地”这个优势，金华

开始布局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的“中国门都”，是中国乃至
业。2011 年，金华成为全省首
全球门业行业集聚度最高、市
个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场辐射最广、标准引领最强、
试点城市。2013 年，金华被列
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成果最
入国家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
多的门业产业集聚区。
示范城市。
近 年 来 ，永 康 紧 紧 围 绕
2014 年，经过规划研究， “打造中国乃至世界先进制造
金华开发区开始建设新能源
业基地”目标，加快推进工业
汽车小镇，积极打造全国重要
设计、智能制造、线上线下融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合发展，加快推进门业等传统
2016 年，金华新能源汽车
制造业改造提升，实现从“小
产量已经达到 4.79 万辆，约占
五金”
向
“大五金”
的嬗变。
当年全国产量的 10%。为了
吸引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金
低碳新型工业之路
华开发区在提供优惠政策的
同时，积极搭建新能源汽车小
去年 10 月份，2017 年广
镇平台，不断延伸新能源汽车
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CF 奖）
产业链，完善新能源汽车生态
颁布，浙江阿波罗摩托车制造
圈。
有限公司的智能电动公路车
在 1086 件参评产品中脱颖而
出，一举夺魁，获得了唯一至
奏响
“永康质造”最强音
尊金奖。据了解，CF 奖代表
提起浙江永康，人们马上
了国内出口商品的最具创新
想到的是闻名中外的“五金之
设计力量，CF 奖作品在一定
都”。
“老五金，新科技”。位于
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工业设计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的永康名
的最高水平。这家位于金华
品精品展示厅内，陈列着数千
市武义的企业，从 2003 年成
种各具特色的五金产品。从
立之初到现在，都非常注重产
锅碗瓢盆到农机汽车，从家用
品的研发设计。
生活到警用军备，这里的产品
武义人始终坚信，只有发
是永康五金
“高精尖”
的代表。
展方式更“绿”了，这个城市才
永康同时也是久负盛名
更宜业。

协助网络攻击？
美国制裁俄企和个人
据新华社电 美国财政部 11
日决定制裁俄罗斯 3 名个人和 5
家实体，
“ 罪状”是协助俄方军事
和情报部门对美方及其盟友发起
网络攻击。俄方官员回应，美方
制裁毫无依据，将采取相应“报复
性措施”。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
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正努力
打击“依照俄联邦政府、军队和情
报部门要求，致力于提升俄方进
攻性网络能力的恶意行为主体”。
按照声明的说法，制裁同时
针对俄方水下作业能力，
“俄罗斯
长期积极追踪海底通信电缆，这
些电缆传输全球大部分通信数
据”。
美方将冻结制裁对象在美方
境内资产，美方公民不得与制裁
对象交易。美方认定，制裁对象
与俄联邦安全局合作，为提升俄
方网络能力和水下作业能力作
“直接贡献”，损害美国及其盟友
安全。俄联邦安全局 2016 年底
因涉嫌干预美国总统选举遭美方
制裁。制裁清单所列 5 家俄方实
体包括一家企业，名为“潜水技术
服务”。

缺牙颗数多想种又怕疼怕折腾？
康贝佳任势雄博士 10 分钟种好 4 颗牙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东方 22 日专访任势雄，为您揭开“即刻用”种植牙的秘密

编前：随着父亲节、端午节的临近，不少儿女纷纷陪父母到康贝佳种牙。为让更多市民了解种植牙，康贝佳口腔
医院特于昨日举办口腔健康大讲堂，吸引了近百市民。听姜山主任讲解口腔健康知识、
参加包粽子比赛、
听“过来人”
分享种牙故事……每一位到场市民都收获满满。活动一结束，就有不少市民预约种牙，掀起了种牙热潮。为让更多
市民早日种上好牙享口福，康贝佳特聘种植牙专家、韩国 WISE 齿科院长任势雄将于本月 22-24 日来宁亲诊，市民可
拨打 86726666 提前预约专家号。
通讯员 韩涵

领取双肩包一件
参加活动凭券

缺牙吃不动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种植牙像真牙一样吃嘛嘛香
自从缺牙后，家住后宰
门的冯老就觉得生活少了很
多乐趣。原来，冯老是一名
老知青、
老教授，
特别喜欢吃
各种美食，
糖醋排骨、
红烧猪
蹄、椒盐带鱼……都是他的
最爱。为了重新享受美味，
冯老戴过活动假牙，但不仅
异物感强、
咀嚼时使不上劲，

还不能很好地辨别、剔除鱼
刺、
碎骨等，
很容易被卡。
听说种植牙能像真牙
一样吃东西，还能感知冷、
热、酸、甜，冯老就想种牙，
但因为缺牙时间长牙槽骨
吸收严重，一直没能如愿。
得知任势雄不仅种牙速度
快，还能解决牙槽骨萎缩等

难题，冯老找到了他。根据
冯老的情况，任势雄采用微
创即刻种植牙技术，仅用了
20 分钟就帮他种好了 8 颗
牙，而且几乎没有疼痛和不
适，当天就能吃东西。
“自从
有了这口好牙，我吃香喝辣
都 没 问 题 ，这 种 感 觉 太 好
了！
”
冯老开心地说。

现场展示 10 分钟种 4 颗牙“绝活”
牙骨萎缩不再是种牙“绊脚石”
任势雄擅长的微创即
刻种植牙，
利用CT 对口腔进
行数字化扫描定位，
以3D模
式将牙齿、牙神经及牙槽骨
等逼真地呈现出来。根据
这些数据，经验丰富的医生
仅需 3 毫米左右的创口就能
将种植体按照预期的位置、

角度、方向和深度精准植入
牙 槽 骨 ，无 需 反 复 切 开 牙
龈、翻瓣、缝合，不仅大大缩
短了种植时间，还提高了舒
适度，
增加了安全保障。
为让市民了解种植牙，
任势雄多次举办种牙直播，
更创造过10分钟种好4颗牙

的记录。从事种植牙 20 多
年来，他已经积累了 6 万多
个病例，
其中不乏一些
“钉子
骨”
、
“沙地骨”
、
“纸片骨”等
疑难患者。他觉得医生不仅
要能解决一般问题，对一些
比较棘手的难题也能手到擒
来，
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一口好牙能够对抗衰老和疾病？
东方 22 日专访任势雄为您答疑解惑

“该省还是得省，但是
关系到身体健康的大事千
万不能省！哪怕少住几个
平方，
也要把牙齿搞搞好！
”
很多在康贝佳种好牙的市
民都感慨不已。的确，
有一
口好牙想吃就吃才能为身
体提供充足的营养，
才能增
强身体的抵抗力，
为健康长
寿提供保障。

活动链接

据康贝佳负责人介绍，
到院种牙的有不少老知
青。他们年轻时上山下乡，
吃了不少苦。本以为年纪
大了可以享清福了，
没想到
却被“老掉牙”困住了。吃
不好睡不香倍显苍老不说，
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为
有好的身体安享晚年，
他们
纷纷到康贝佳种牙。为让

更多市民了解种植牙，
种上
好牙重返年轻态，本月 22
日，
康贝佳特邀电视台著名
主持人东方老师现场专访
任势雄，
为您揭开微创即刻
种植牙的秘密。届时，
东方
老师还会带老年朋友一起
回顾旧时光，
回忆年轻时曾
经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
服，
吃过的食物等等。

东方有约·回顾旧时光
“即刻用”种植牙，
找回年轻态

时间：6 月 22 日上午 8:30
①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东方
老师，现场专访韩国 WISE
齿科院长任势雄，带您探
秘
“即刻用”
种植牙；
②报名参加活动可于当天
免费领取双肩包一件（需

提前到院免费领取入场
券，
限前 500 名）；
③每天 15 颗韩国奥齿泰
种植体免费送（6 月 30 日
前，缺牙两颗及以上可申
请，送完为止）；
④现场特价抢种瑞士、德

86726666

国、韩国等国际品牌种植
牙；
⑤当天种牙砸金蛋赢取
种植牙现金券；
⑥ 现 场 随 机 抽 取 美的电
饭煲、精品旅行箱等幸运
大奖。

旗舰院：
新模范马路46号（南邮大厦旁）
河西院：
江东北路313号（省妇幼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