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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场建设 40 周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生机盎然
林梦婕

陈华栋

四秩栉风沐雨，
铸就辉煌华章。
义乌以市场为核心，
实现高端要素的集聚，打破了原有的地域区位、要素制约，打开了发展的无限可能——
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今年前三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 3541.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9.9%，其中，通过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 2406 亿元，
增长 19.1%，占义乌市出口总值的 74.7%。
从
“义乌现象”到
“义乌发展经验”，义乌以制度引领，创时代改革风气之先，至今已在国际贸易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等领域涌现出 20 多项重大制度创新成果。
从浙中小城到欣欣向荣的国际化大都市，义乌每年吸引 200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50 多万人次的外国人来义，常住外商
达 1.5 万人，是享誉全国的
“国际城市”，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
跃变，彰显市场的价值。人们看到了义乌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铿锵脚步；也
感受到了义乌市场从默默无闻到蜚声海内外的时代脉搏。

一个个
“小人物”
撑起一个大市场
一个个实干肯干、艰苦创业的“小
人物”，拼凑出了义乌市场今天的华彩。
40 年的艰苦卓绝，
写就了一部义乌人民
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史。在小商
品市场的带动下，义乌各类经营主体不
断涌现，各类专业市场和专业街不断壮
大，遍布全市，副食品市场、家具市场等
一批专业市场已经成为浙江省乃至华
东地区同类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市场，义
乌也因此有了一个耀眼的标签——
“建
在市场上的城市”
。
繁荣背后，值得称道的，是商业理
念和商业文化。义乌人自古以来尊崇
孝义、注重情义、讲求信义，奉行“客人
是条龙、不来要受穷”，不欺生、不排外、
不仇富。正是这种优良文化传统的巨
大魅力，吸引了国内外客商常驻义乌，
使义乌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到世界各
地。
“感谢当初政府提供的全额贴息
3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帮助我们顺利
解决了创业启动资金问题。”2014 年，
占星星从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毕业后来到义乌试水跨境电商创业，之
后便在这里安了家。
“ 义乌改变了很多
年轻人的创业轨迹。
”
包罗万象的义乌市场更是就业创

业的广阔舞台。
在义乌市场这片
创 业 沃 土 上 ，7
万个商位中三
分之二以上的
经营户来自
义乌市外，
20 多 万 从
业人员中
70% 以 上
来自全国各地。同时，市场的繁荣发
展，吸引了 200 多万外来人口前来务工
创业。强大的辐射作用，还带动了全国
20 多万家中小企业发展，间接提供了
1900 多万个就业岗位。
现在，义乌市场经营面积达到 640
万平方米，经营商位 7.5 万个，从业人员
超过 21 万人，经营 26 个大类、210 万个
单品，编制发布全国首个“市场信用指
数”和《小商品分类与代码》行业标准。
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从 1991 年开
始，市场成交额已连续 31 年位居全国
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湖清门
市场是义乌第一个棚架式的小商品市
场。自 1982 年市场开业以来，发展迅
速。到了第二年，市场的摊位数量达到

1050 个，仅 4000
多平方米的面积
已无法容纳。更别
提那些没有摊位的
生意人，只得沿着马
路自行摆摊。
很多经营户向当
时分管湖清门市场的
工商所副所长徐至昌反
映，建议扩建市场，改善经营环境。徐
至昌说，当时他向上级打了 15 页的建
言报告，
“搭个棚至少能够遮风挡雨”。
1984 年底，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
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
乌小商品市场。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
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
从当年的马路市场，一跃成为全球
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真正演绎
了“无中生有、有中生奇、无奇不有”的
发展奇迹。40 年来，市场建设风雨激
荡、波澜壮阔，但义乌从不缺敢闯敢试
的勇气与脚踏实地的拼劲，迎来了一波
波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的改革机遇——
2011 年，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
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义乌正式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
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之后，
“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从义乌发源，最后复制到
了全国；去年，随着浙江自贸试验区赋
权扩区，义乌在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内，
再次迭代贸易方式，创新推出“市场采

购 2.0”
版，
为全国提供更多的范例……
除了争当“国家级”，义乌也在全面
推进自我革新上下功夫，采取了一系列
提升市场建设的有效举措。
辐射能力日益凸显的义甬舟开放
大通道，正在成为陆海统筹、数字智慧、
综合立体、东西互济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战略性开放的重要枢纽；
“一带一路”上
的金名片——
“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
数量跃居全国第三，承载着义乌开放发
展梦想。
同时，为优化营商环境，义乌建立
政企数字化平台互联互通机制，加速构
建数字贸易全链路服务生态；落地本外
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和数字人民币试
点，开展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电商
阳光化便利化收结汇改革；针对贸易失
信问题，深化出口信用保险等贸易保障
建设，构建国际商事纠纷仲裁（调解）机
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救济保障机制。
一系列惊艳的成果，都指向义乌驰
而不息地坚持“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厚积薄发成就的改革高地，也
进一步推动了有效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世界小商品之都
谱写开放新篇章
前不久，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年画
挂历（喜庆用品）专区迎来了出货高峰
期。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但对

联、年画、福字、红包等节庆类产品已格
外抢手，正从义乌市场发往全国及全球
各地。
作为中国中小企业走向世界的重
要跳板，义乌市场不仅为全国中小企业
提供了产品展示、信息交流、经贸洽谈
的平台，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走向世界
开辟了一条便捷通道，被形象地誉为新
“丝绸之路”的起点。
提升“义乌制造”出口速度的同时，
义乌也在深入贯彻“积极主动扩大进
口”国家战略，持之以恒地丰富国内国
际双循环战略节点的创新实践。今年
前三季度，义乌市进口规模再创新高，
进口 319.8 亿元，同比增长 103.4%。
市 场 建 设 以 来 ，瞄 准 全 球 赛 道 ，
贸 易 枢 纽 义 乌 的 国 际“ 朋 友 圈 ”不 断
扩容——
2002 年，义乌紧紧抓住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机遇，逐步实现从
“买全国货、卖全国货”向“买全球货、卖
全球货”
的转变。
今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标志着全
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扬帆起航”。义
乌第一时间制定《义乌建设 RCEP 高水

平开放合作示范区行动纲要》，迅速行
动抢抓风口，从贸易、物流、服务、交流
四个方面彰显特色，在全社会营造了拥
抱 RCEP 新机遇的浓厚氛围。
眼下，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东侧，
一街之隔的 570 亩空地上，以全球数贸
中心为核心的义乌第六代市场呼之欲
出。它将以“实体市场+数字市场”融
合发展，打造一个集跨境选品、研发设
计、品牌孵化、品牌直播、贸易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双循环”枢纽市场、数字化
的旗舰市场。
事实上，作为举世瞩目的“世界超
市”，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义乌市场的
每一次扩建、每一次创新、每一次提升，
都映射着全球专业市场的飞跃发展。
从率先实行的划行归市、分类经营，到
突破创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再到
独具一格的建设模式和管理模式，以义
乌市场为引领的制度创新，如今已经成
为全球各大专业市场的通行规则，世界
各地涌现了一大批义乌市场的翻版。
市场格局已然显现，
“兴商建市”焕
发旺盛生机。当前，义乌正高水平打造
内陆开放样板，奋力谱写世界小商品之
都崭新篇章。

（本版图片由义乌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