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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1日，石狮市休闲裤同业公会召

开会长会议，重点部署参展“4�18海博会”的工作。
在本次会长会议上，总结了石狮市休闲同业公

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审议了财

务收支情况，通报了《石狮市裤装产业发展规划》的

编制过程，重点部署了参展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纺织

服装博览会暨2015石狮国际时装周的工作。

据了解，本届海博会将在主馆中设立“石狮休

闲裤馆”，展位面积为520平方米，届时，将有近20

家石狮品牌休闲裤企业集中参展，展示石狮休闲

裤行业最新研发的多系列裤装产品及石狮市休闲

裤行业新形象。图为海博会参展企业正在制作参
展样品 （记者 刘永红 通讯员 玉根 文/图）

关注第十八届海博会

裤业公会部署参展海博会

本报讯 来自泉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消息，

今年前两个月，该局共检验检疫进口葡萄酒96.89

万升，货值166.60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23.47%和

167.50%，呈大幅增长态势，仅1-2月份进口量已超

去年进口总量的1/4以上。

从进口情况来看，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原

产地分布广，主要涉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

利亚、智利、南非6个国家；二是进口国相对集中，从

法国、意大利2个国家进口的葡萄酒为82.38万升，

货值135.12万美元，占进口总量八成以上；三是品

名品牌多，主要涉及法国波尔多地区优质葡萄酒

（AOC级）等100多款品名，而且90%以上为酒庄原

装灌装酒；四是以中低档次为主，大部分为餐桌酒，

少量为高端酒，平均单价为1.72美元/升，同比下降

58.14%。

分析人士认为，泉州口岸进口葡萄酒增长势头

迅猛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是消费者对进口葡

萄酒的认可度较高，加上春节期间市场需求量加

大；其次是泉州口岸通关速度快、仓储费用低，使得

一些原本在厦门口岸进口的进口商转从泉州口岸

进口。 （记者 周进文）

葡萄酒进口“来势汹汹”

本报讯 日前，经石狮市民政局

批准，同意成立石狮市服装设计师

协会。据悉，这是我省区域内继福

建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厦门市服装

设计师协会之后成立的第三个服装

设计师协会，同时也是中国首个在

县级市成立的服装设计师协会。

石狮，中国休闲服装名城，闽派

服饰设计师摇篮。这里，拥有超过

4000家纺织服装企业，创造700多

亿产值；这里，诞生了十位“中国十

佳设计师”和三位“金顶奖”设计师，

以及卡宾、狼道等一系列的知名设

计师品牌。成立石狮市服装设计师

协会的呼声由来已久。

2014年9月，在石狮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在石狮服

装设计界的联合倡导下，“石狮市服

装设计师协会”正式启动筹备工

作。这当中 ，石狮市委宣传部、石

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凤里

街道办事处把筹建市服装设计师协

会作为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推动。同

年10月，石狮市服装设计师协会筹

备工作小组向业界发出倡仪，诚邀

设计精英加入这个非营利性社团，

推动我市纺织服饰由“服装制造”向

“服装智造”转型升级。

一石激起千层浪。石狮市服装

设计师协会筹建分别得到了中国

“金顶奖”服装设计师杨紫明、计文

波、曾凤飞和刘奕群、洪美璇、洪金

山、刘勇、惠文龙等中国“十佳设计

师”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同时，

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石狮市青年

商会、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石狮市

服饰鞋帽辅料行业协会、石狮市童

装与儿童产业联合会、石狮市休闲

裤同业公会等社团组织也前来助

阵，积极推荐会员企业的优秀设计

师加入石狮市服装设计师协会。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有230多

名服装设计师申请入会，会员质量

普遍较高，大部分来自全市范围内的

知名纺织服装企业。年龄结构分布

方面，既有40岁左右的“中国十佳设

计师”，又有不满30岁的新锐设计

师。从行业覆盖来看，既有服装设计

师，又有优秀的面辅料设计师，同时

还有服饰资讯、设计培训、空间设计

的企业代表。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从

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知名服装企

业慕名而来的设计师。

此外，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石狮

市服装设计师协会成立动员大会上

获悉，为支持该协会发展，我市还为

其量身定制了一套扶持政策，计划

每年拿出不少1000万元的专项资

金用于落实政策工作。并定于第十

八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期间

在石狮市星期YI服饰创意博览园

举办协会成立大会，届时还将举行

“石狮市服装设计师服务平台”、“石

狮市青年服装设计师创业基地”和

“JeseidStyle设计师集成店”的开幕

仪式。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洪及鋆）

中国首个县级市服装设计师协会在石成立
石狮市政府将每年拿出千万专项资金支持协会发展

前两月工业投资近10亿
本报讯 《石狮市2015年1~2月经济运行通

报》数据显示，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6

亿元，同比增长21.6%，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0.8亿元，增长9.1%；

第二产业投资9.8亿元，增长40.5%，其中：工业投资

9.8亿元，增长40.5%；第三产业投资12亿元，增长

49.3%，其中：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9.8亿元，增长

9.1%。

按构成分，项目投资12亿元，增长9.2%，资质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9.8亿元，增长43.0%，农户投

资0.8亿元，增长9.1%。 （记者 刘永红）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青商会获悉，继青商会女

商部在新石狮少年较多的锦尚琼山中心小学、灵秀

古洋小学捐资购买图书并建立图书馆后，近日，青

商会女商部的爱心女商们将启动第三座“爱心图书

馆”捐建工作。

目前全市各小学新石狮少年的在校生比例已

超过68%，新石狮少年的健康成长牵动着广大家长

及社会各界的心。记者了解到，与以往爱心图书馆

捐建工作有所不同的是，今年青商会将建设一座

“爱心图书馆孵化器”，并以此为平台，通过“大手牵

小手”义卖等形式，筹集爱心图书馆建设所需费用。

目前，青商会女商部诚邀在校生800人以上、非

本地户籍学生占比50%以上且有适合作图书馆地

方的学校主动联系女商部，女商部将选一所学校建

设图书馆。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王晴晴）

石狮青商会启动第三座
“爱心图书馆”捐建工作

本报讯 3月21日，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贸易

投资局及商业技术移民处、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创

业基金有限公司、安资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中澳企业家联合会、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东南网泉州

站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移民投资

与留学发布会”在泉州市开幕。

据主办方介绍，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澳币对

人民币汇率从5.9跌至如今的4.7，跌幅近20%。根

据澳联储主席分析，澳币对人民币汇率比1：4.5~5

元之间，均属于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认可的合理

汇率水平，澳币汇率在此区间进一步下跌的风险概

率，远远低于未来汇率稳定上升的概率。分析人士

称，无论从澳洲房地产物业价格持续增长到现阶段

安全的低汇率水平等综合分析，目前正是投资澳洲

房地产，置业移民的最佳时机。 （记者 洪亚男）

澳币对人民币汇率暴跌
置业移民迎来好时机

较之往年CHIC，今年上海

CHIC首次融入了国际面辅料展，

作为中国面料的策源地，拥有“中

国休闲面料商贸名城”、“中国流行

面料趋势发布基地”等荣誉称号的

石狮聚集了石狮面料行业的领军

企业和骨干力量，包括台隆、创艺、

联邦三禾、新宏兴等全国闻名的品

牌企业，“我们都带来了最新、最具

科技含量、最具时尚性的新产

品”。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会长、

台隆控股集团董事长吴文正介绍，

所有参展面料企业的产品不仅保

持着石狮休闲面料功能性、时尚性

的传统优势，更是在新材料运用和

技术创新上有独创之处，充分体现

石狮面料企业对流行趋势的超前

把握和引领意识；新宏兴的产品来

自意大利面料研究室外籍资深设

计师之手，东西方服饰文化的交流

与碰撞让其产品在研发上独树一

帜；联邦三禾则主推太极石功能性

面料和成衣染色，其中太极石面料

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微循环，对缓解

关节酸痛等具有一定的保健作

用。此外，在第33届（2016春夏）

中国流行面料获奖名单上，台隆

“满城尽带白金甲”系列产品荣获

铜奖，这也是梭织化纤类最高奖，

为福建省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面

料企业。而石狮33家面料企业的

产品荣获“中国流行面料优秀奖”，

再次印证了纺织服装行业那句：

“世界面料看中国，中国面料看石

狮”。

除了企业之外，与石狮服装

城、中国石狮辅料城以及电商城齐

名的石狮国际轻纺城也来到了

CHIC的舞台，向国内外纺织服装

行业人士和客商一展风貌，将于今

年投入运营的石狮国际轻纺城分

为布料市场区、商务办公区、综合

商业区、物流服务区四大功能区，

并成为以纺织品批发及商务办公

为主，兼具展览展示与流行发布、

研发设计、电子商务、信息资讯、检

验检测等综合商务配套服务的功

能齐全、设施完善、管理科学、品质

优良的现代化专业市场平台，将为

石狮纺织服装产业链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CHIC开

馆当天，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王天凯、名誉会长杜钰洲以及副会

长孙瑞哲、会长助理陈大鹏等领导

来到石狮展馆，对石狮企业抱团参

展，树立区域服装板块影响力给予

高度评价。作为在全国具有较高

影响力的“闽派服饰”的时尚策源

地，石狮将借助“全产业链”升级c

重“新”出发，扮演区域服装板块先

锋的角色，以“智造”为名，助推中

国从“服装大国”向“服装强国”转

变，为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腾飞鼓

与呼。

新“耀”上海 狮“尚”CHIC
——2015年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石狮展团侧记

同样的CHIC，不一样的惊艳；同样的展团，超凡的表现；同样的

企业，“非一般”的魅力。2015年3月18日—20日，首次来到“十里洋

场”上海的第23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以下简称“CHIC”）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盛大举行，超过20万平方米的展馆汇聚了21

个国家及地区的1200个品牌参展。继2014年以创“历史”的5000平

方米“石狮馆”闪耀CHIC之后，在石狮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下，石狮市经济局牵头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

再次以统一形象、统一布局、统一模板吹响“石狮军团”的集结号，又

一次把石狮推向了这一全国服装行业最大盛会的中心舞台，而其所

展示的升级版的“全产业链”优势，凸显了石狮近年来从“服装制造”

向“服装智造”转变的升级程度，赢得了纺织服装行业高层以及众多

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可谓“耀尚”上海滩！

本报记者 杨江 文/图

集成创新 全产业链凸显优势
“这次我们整合了石狮纺织

服装产业相关的所有资源，以‘升

级版’全产业链形式出击，让大家

现场能够感受到我们石狮服装行

业的多元。”石狮市纺织服装商会

会长、石狮展团企业爱登堡（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启明介绍说，本

届展会，石狮参展展团不仅带来了

男装、童装、休闲裤领域的领军品

牌和创新品牌，更是带来了智能设

备生产品牌、电商创新模式领导品

牌。

在石狮馆内，中国休闲男装代

表品牌爱登堡集成展示了旗下三

大品牌“爱登堡1991”、“爱登堡新

经典”以及“爱登堡英伦新贵”，基

本上覆盖了所有成人男性消费

者。同时，凸显“家”文化生活方式

的互动体验也让更多人看到了爱

登堡除了持续秉承英伦绅士二十

多年的风格之外，还可以感受到其

对于生活状态的一种渗入,对温情

和幸福的一种追逐。

曾以“帝牌天下”口号闻名全

国的帝牌男装时隔数年后再次登

上CHIC的舞台，他们不仅带来了

精工细作的产品，更是展示了其创

新的C2B量体定制业务。客户只

要线上下单，帝牌的量体师将在

72小时内上门量体，480小时内交

付货品，把时间精确到小时，更能

彰显帝牌男装定制对于品格和细

节的要求。

JIM'S男装经过多年的发展，如

今已经成为中国时尚休闲男装较具

竞争力的“尚”品牌，而“大头小身”

形象载体已经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品

牌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次来到CHIC的圣吉奥以

“时尚、艺术、自然”为主题，打造圣

吉奥体验馆，除了感受其强烈的品

质感之外，人们还能找到一种始终

向往的生活态度。

传承、宝威、肩并肩、龙狮以及

巨创等石狮知名ODM品牌齐聚，

向外界展示了石狮服装制造企业

的 原 创 能 力 和 生 产 能 力 ，

2015CHIC也为品牌商和制造商搭

建了交流合作的桥梁，设立了

ODM专区。

作为福建乃至全国缝制设备

行业的代表企业之一，以“整厂高

端设备运营商”为定位的宏运衣车

以及和兴针车都带来其优势品牌

产品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吸引了其

他展馆不少客户的目光。

模式变革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消费者需求变化倒逼我们创

新。”石狮展团企业异形服饰总经

理施明晓说，“我们定位精准，就是

做‘型’男装，而且要快。”为了让异

形有别于其他品牌，其独创“541

产品开发搭配”体系，50%紧跟市

场潮流趋势，40%全方面解读型男

装，10%的产品开发应当跟当地实

际市场走向与穿着习惯相结合，然

后公司将接收到的反馈信息进行

有针对性开发，“效果不错，有几家

客户已经在和我们洽谈。”第一次

参加CHIC的施明晓在展馆开馆前

一天就看到了整个石狮展馆的雏

形，“相当有气势。”石狮展馆也成

为全国服装区域板块占地面积最

大、集聚品牌最多、种类最多元的

展团。

“我们现在的模式和金苑有些

相同。”季季乐总经理张至泽介绍

说，季季乐之前是做海外市场，转回

国内算是一个重新开始，“之前我们

的定位可能有点瑕疵。”转回国内市

场之后，季季乐和很多童装品牌一

样，走总代加盟制，主要侧重于商场

店，和巴拉巴拉、安踏、361°等童装

品牌同场竞技，但自2012年接触一

位“高人”之后，季季乐的发展模式

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现在主要开街

边店。”张至泽说，街边店或许成本

会比商场的店中店高出许多，但实

际效果和影响力非商场店中店可

比，“我们开的1000家店有80%、

90%是街边店。”季季乐如今的加盟

商可以用“合作商”来诠释，总公司

和合作商属“唇亡齿寒”的关系，大

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大程度

调动合作商的积极性，不断给自己

所经营的店输入新的理念和创意，

“以前加盟商就只会跟总部要政策

和返点，很少会去为公司的前途考

虑。”张至泽说，现在不一样了，季季

乐好比一条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大

家只有抱团，各司其职、各出其力，

才能成功上岸。

“微店”已在“朋友圈”中随处

可见，“微商”更是人人可为，作为

全国首创O2O店中店分销平台，

石狮展团企业我答答以富贵鸟、特

步等品牌成功之案例向客商叙述

O2O的重要性以及“无微不商”时

代的到来，“鞋服行业正在大变革，

让品牌商和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中

间环节一定会消失，但这需要一个

过程。”我答答CEO吴树贤表示，

O2O大势不可逆，优衣库、ZARA

等快时尚品牌的财报已经说明一

切，而依靠传统加盟模式的鞋服企

业将遇到更大的危机，“这个时代，

必须快”！

载体升级 立住根基重新出发

“石狮军团”掠影

宾客正在参观石狮参展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