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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骁立 通讯员 郁俏峰）在
纺织服装行业向“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文化引
领的时尚产业和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转型的大
趋势下，已经陪伴甬城市民23个年头的“宁波国
际服装节”今年将华丽蝶变为“宁波时尚节暨服
装节”，融合全球视角与本土特色，呈现最流行
的时尚趋势，搭建时尚界的沟通桥梁，推动国内
外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和更高层次的交流、合作
与共同发展。

首届宁波时尚节暨第23届宁波国际服装节
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共同主办，宁波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承办，宁波华博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执行承
办，将于10月24日-27日在宁波举行。

本届时尚节以“时尚多彩·美好未来”为主
题，同期还将举行2019宁波国际纺织面料/辅料
展览会、2019宁波国际服装智能设备展览会、
2019宁波时尚配饰展览会、2019宁波服装工厂
直销暨现货交易会等四大子展。

时尚节总展出面积4万平方米，其中品牌展
览板块使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六大展馆，设展位
2000个。服装节提升为时尚节后，展览内容更为
丰富，在服装之外新增了服饰与饰品、箱包与皮
具、家纺与家居三大时尚产业领域；从展览功能
看，全面展示宁波的时尚成就、时尚品牌、时尚支
撑、时尚消费、时尚基地五大时尚生态功能。

今年将首次在会展中心1号馆门口设立600
平方米“时尚宁波主题展区”，以“从红帮裁缝之

乡到时尚名城”为主线，通过红帮传奇、潮人互
动、网红打卡等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弘扬红帮
裁缝工匠精神，传播时尚文化，展望时尚名城建
设愿景，凝聚宁波时尚产业发展的向心力。

服装节提升为时尚节后，企业参展积极性大
大提高，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及国
内的285个品牌参展，境外及市外品牌占参展总
数约25%。

本届时尚节的多场产业论坛将紧扣时尚主
题。其中，主论坛2019宁波时尚大会是历届服装
节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强的经贸论坛
活动，将围绕产业时尚化、时尚产业化和时尚城
市建设等主题，邀请海内外时尚产业专家、领军
企业、时尚大咖等进行主旨演讲和互动对话。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许立群）近
日，海曙区市场监管局、民营企业协会、个体劳
动者协会与宁波银行四明支行、市区信用合作
联社、鄞州银行创建小微企业无抵押无担保“信
用贷款”新型政银合作融资创新机制，符合条件
的企业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9月27日，海
曙区横街泽昊餐馆负责人崔桂永成功从鄞州银
行获得了20万元贷款，从申请到办结仅用了3
天时间。

此次推出的政银合作机制有3种不同版
本。“通用版”面向全区所有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由海曙区市场监管局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出具信用报告作为风险依据，银行和保险公司
共同评估风险，信用贷款企业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万元，个体工商户最高额度不超过200万
元。“实体版”面向全区17683家实体制造业企
业，银行独自评估风险。“初创版”面对经营满三
个月至六个月的经济主体开展初创企业信用贷
款专场信用贷款融资服务。小微企业或个体工
商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定制自己需要的
融资套餐。

此次海曙区小微企业融资洽谈周从23日
开始，已吸引近500家意向单位，有76家已达
成意向融资，意向融资金额6327万元。

首届宁波时尚节暨第23届服装节
10月下旬启幕

海曙小微企业
最高可信用贷款300万元

!"#$
!%&!"#$%&'()*(+,++(,

!'()-./0123(456,

7890:(;<'+===5=**)*

*+,-
./012345*+

>?@A,BCDEFGHIJ
K?A'L)BLMNOPL+5"
QRA+LBSTUVWX,)0
NOP''55"78'+5(')5'L,(
!!"#$YMZ[\]^
+)4_(L"789̀ a\b<
(=5=,(,*c

6789
!%&'()*+,-./0./1//,2

:;:<
!=>:;:<?@ABBBACDD
!EFGH:;:IJABCDBBBK

L/MN
!OPNQLRSDDRCARTSD

UVLW
!XY32Z3[\]^!"#$%#&!
!3456789:;.0</,/=/

!"#$%&'()*+,
-."/012345(6
789:;</=>?%/@A
=BCD8EFGHIJKL
M</NOPQR"STU"
V/WXYZ[.\]̂ ;̂_
]̀F;a234bcdef
gBhijkbcd[
!"#$%&&''()*+

+',*-(.)&(+

/0123456defghZijkl
!"""mhnPopq789
rstWuvwxyZi9
:#$%;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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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鄞州百丈街道划船社区的近200名居民和少年儿童手拿国旗聚集在荷花庄公园，
同声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讴歌美好生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丁安 金灵 摄

歌唱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