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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石狮市启动第十一

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

工作以来，辖区相关企业积极参

与，记者从市有关部门获悉，“石狮

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福建鼎发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站”近日揭

牌。该站由石狮市三小福服饰有

限公司与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合作成立，主要从事研发“生态绒”

与“纳米纤维素增强复合材料”，该

项技术将填补石狮面料行业的空

白。

记者在“石狮市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福建鼎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分站”见到了正在忙碌的三位专

家，这三位专家分别是工学博士，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灿辉；工

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张

伟以及工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张新星。

作为项目负责人，卢灿辉先生

主要从事聚合物共混与复合材料，

高分子超微粉体，高分子力化学和

难回收废弃交联高分子材料再生

利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随着石

油、煤炭储量的下降以及各国对环

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关注，可再生资

源正日益受到重视。纤维素作为

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

生天然高分子则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据介绍，纳米纤维素增强复合

材料项目通过自主开发和技术引

进相结合的途径，旨在建设环保型

规模化的生产线。以废弃棉纺织

品为原料，采用高效低成本，无污

染的生物酶处理结合，获得均匀分

散的纳米纤维素增强复合材料。

而“生态绒”是世界上首个应用于

防寒服的高科技生态保暖材料，是

生态科技和纤维技术的完美结合，

符合安全，环保，健康和高性能的

发展方向。不但能大大减少对石

油的依赖，而且更加节能环保。

（记者 李琳毅）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财政厅、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省海洋与渔业厅联合下达2014年第二批海洋经济

发展专项项目扶持名单，石狮市华宝海洋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和福建省港顺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相应项目

纳入2014年第二批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将获

得相应专项资金扶持。

今年，省财政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海洋与渔

业厅联合组织了2014年度第二批海洋经济发展补助

资金的申报工作，全省共有一批项目申报材料，经三

部门联合审查，本次申报项目共有一批符合福建省海

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补助条件，石狮市华宝海洋生物

化工有限公司被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福建省著

名商标”，补助30万元；福建省港顺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2014年下半年远洋渔船贷款贴息，补助604万元。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以高起点

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核心，以重点海洋产业区块

为载体，以体制机制与海洋科技创新为动力，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实施意

见》；同时，不断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

拓展海洋资源利用范围和深度，把石狮沿海优势、区

位优势、港口优势、对台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

势，率先建成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开发开放度较

高、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蓝色产业带和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记者 兰良增）

本报讯 金秋十月，中国国际

时装周像位老朋友一样如约而至，

再次为大家送上超强阵容的时装

盛宴。记者从石狮市服装设计师

协会获悉，10月25日起，梅赛德斯

—奔驰中国国际时装周（2016春

夏系列）将在北京举行。这期间，

将有来自石狮市服装设计师协会

的4位时尚大咖进行专场发布，他

们分别是：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会主席兼艺术总监杨紫明、

厦门刘勇服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

总监刘勇、d'nim（迪尼姆）品牌艺

术总监陈闻和VickyZhang品牌创

始人兼首席设计师许馨尹。

作为中国时装界的顶级盛会，

中国国际时装周越来越受到广大

服装品牌和设计师的青睐。在为

期9天的时间里，将有90余家中外

品牌和机构、73位中外设计师和

135位设计新秀携最新作品亮相

本季时装周。本届中国国际时装

周将在北京饭店、751D�PARK、国
贸大酒店等场地举办91场专业活

动，其中专场发布71场，包括61场

时装发布、5场时尚产品发布和4项

专业赛事和1所时尚院校毕业作品

秀。涵盖了女装、男装、婚纱礼服、

运动装、休闲装、牛仔装、童装、亲

子装、人造皮草、鞋类和彩妆造型

设计等多个品类。

据统计，参加本届中国国际

时装周的90个品牌和机构中，有

国内品牌和机构65家，分别来自

北京、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新

疆、香港、江苏、山东、辽宁、湖北

等12个省（市）和地区；国外品牌

和机构有28家，分别来自意大利、

韩国、日本、丹麦、美国、荷兰等6

个国家。主要有 JEFEN吉芬、

NE�TIGER、broadcast:播、歌力思
以及哥本哈根皮草Kopenhagen

Fur、旭化成Asahi KASEI、东丽

TORAY、IZOD、BUCKAROO、JES-

SINY、TWEE、Zishen等国内外知

名品牌。

此外，参与发布的73位中外

设计师，包括国内设计师54位，国

外设计师19位。其中，首次参加

时装周的设计师有41位之多，占

了本季时装周发布设计师的半壁

江山。同时，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

会和意大利手工业联盟还邀请了

10位新锐设计师亮相本季时装

周。

一直以来，石狮是中国国际时

装周的主要力量之一，卡宾、爱登

堡、狼道等石狮品牌更是时装周的

“常客”。在个人专场发布秀方面，

除了刘勇、陈闻、惠文龙等从石狮

“走出去”的“十佳设计师”经常活

跃在时装周舞台上，如今，如吴焕

然、许馨尹等一批勇于逐梦的新锐

设计师也成为了中国国际时装周

的新星，这说明，“东方米兰”人才

辈出。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洪及

鋆 文/图）

石狮服装业进入“新定制”时代
本报讯 近日，帝牌举办

2016春夏新品订货会，新季产品

大胆打破常规的同时，更加注重

细节，并推出高端定制服务。这

标志着石狮服装业进入“新定

制”时代，并走在“新定制”时代

前沿。

随着人们对个性化的需求越

来越高，服装定制市场的巨大潜

力有待释放，个性化、便捷化、多

品种、短交期成大势所趋。然而，

国内传统的服饰定制多为小作坊

式经营，流程繁琐、周期长、门槛

高，未能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

大数据的来临正在悄无声息地改

变着人们对服装零售行业的认

识，无论从数据端的采集，还是到

海量数据的分析，都将以一种前

所未有的方式进行。

基于此，帝牌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数据库。帝牌（中国）有限公

司总裁吕锜介绍，大数据从信息
采集开始，与渠道商、供应链等多

个环节共同完成、推进。2014年，

帝牌公司启动了男装“私人定制”

业务，2015年，经过资源整合，帝

牌男装正式推出C2B量体定制业

务，可实现72小时内上门量体，

480小时内货品交付。

据介绍，如今，帝牌的大数据

库可以分析终端的哪些产品是畅

销品，由此实现商品的合理调拨，

将库存降到最低；也可以通过对

销售数据的分析，更合理预测商

品的售罄率。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国庆节之后，石

狮服装行业全面进入了

生产旺季。做国内市

场的服装企业主要生

产冬、春两季服装

产品，棉装、羽绒服

的 生 产 比 例 较

大。做国际市场

的服装企业则四

季服装订单都有，

国外服装订单纷

至沓来，致使不少

外向型服装企业应

接不暇。图为石狮服
装企业生产车间
（记者 刘永红

文/图）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商务

局获悉，2015年台北纺织展于10

月19日至10月21日在台北举行，

我市三小福、金樽、旺仔等13家纺

织服装企业参加。

“此次展会规模大，可谓创历

年新高。”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届2015年台北纺织展共有

来自德国、瑞士、瑞典、美国、日本、

韩国、印度、新加坡、中国大陆及台

湾等10个国家及地区的近四百家

厂商参展，展出规模近800个展

位。三天展期，超过千场的采购洽

谈会以及近百个国际品牌的采购

代表应邀来台，可谓商机无限。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石

狮军团”出征台北纺织展，既把

握了商机，同时还就明年海博会

台湾馆展区扩大面积以及今后

台北展设立石狮全产业链展区

达成共识。据介绍，石狮代表团

在台湾纺拓会秘书长黄伟基的

陪同下，一一走访了我市各家参

展企业，并参观了台湾制衣针织

毛衣等协会展区以及台湾纺织

研究所研发的最新纺织新产品。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洪及源）

本报讯 10月20日，石狮市工商联与省工商联机

关报《闽商报》联合举办了“一带一路”战略非洲投资

座谈会，石狮市各基层商会、行业商会（同业公会、协

会）、异地商会及工商联会员企业代表，以及马达加斯

加华商总会会长蔡国伟、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常务副

会长蔡清票等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安哥拉BD集团首席代表蒋超、农业部

原局长原晓东等，向与会代表解读了非洲投资环境。

蒋超重点介绍了安哥拉及其邻国的人文政治、地理资

源、经济现状、投资环境等情况，以及BD集团在安哥

拉的经营情况，并提出了BD集团可与石狮大型鞋服

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建设性方案；原晓东重点介绍了

非洲农业投资环境与机遇。

石狮工商界人士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兴趣浓

厚，并就合作开拓西非市场的风险和机遇等关心的问

题，向BD集团首席代表蒋超进行了提问和交流。与

会代表共同对衔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方式、方法

和路径，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记者 刘永红 通讯员 鸿波）

中国国际时装周本月25日开幕
石狮4位时尚大咖将晋京舞秀

“东方米兰”人才辈出

我市新增一博士后科研分站

服装行业全面进入生产旺季

石狮组团参加2015台北纺织展

本报讯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秀

传统文化，农业银行石狮市支行昨日举办“久久长相

伴”主题公众日活动，邀请了厦门大学张水生主任医

师给老人们讲了一堂生动的养生主题课，我市各界30

多位老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期间，石狮农行还推出“久久长相伴”专享产

品，受到老人们的青睐。据悉，这些产品包括：一、基

金定投产品，即定期定额地投资基金，其形式相当于

银行的零存整取。特点是分批投资、摊低成本、稳定

收益；二、个人大额存单，即农行面向个人客户发行的

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是银行存款类金融产品，属一

般性个人存款。特色是安全可靠、收益较高、手续简

便，适合于有较大闲置资金，且希望获得比定期存款

收益高、低风险偏好的个人客户；三、定利盈，即与农

行签订协议，将个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业

务进行整合，存期灵活、计息方式多样，具有理财功能

的负债衍生创新产品。其特点是资金安全、流动性

强、收益率高，适合于资金流动性较高、收益率要求较

高、注重资金安全性的个人客户。

石狮农行表示，关爱老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金

融服务是我们不容推卸的重要社会责任。今后，我们

还会举办类似的活动，来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传统文化，满足老人们的金融需求。

（记者 谭耕新 通讯员 郭劲松）

据越南统计总局统计资料显示，本年9月份进口金额约143亿美元，
较上增加1.2%；其中外资企业之进口金额约84亿美元，增加2.6%，越资企
业之进口金额约59亿美元，减少0.7%。

若干产品之进口金额较去年同期骤增，包括其他机械设备及其零件
209亿美元，增加30.2%；布料75亿美元，增加8.7%；钢铁58亿美元，增加
7.2%；汽车进口金额为43亿美元，增加71.6%；纺织成衣暨鞋类原配料38
亿美元，增加9%。 （亚洲纺织联盟）

越南前9个月进口布料75亿美元

石狮首家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提质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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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石狮市

科技和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我市首

家具有认证资质的第三方环境检

测机构——石狮劲安检测实验室，

通过引进新的检测仪器和设备，增

加了检测项目，已从原来的100多

个检测项目扩展到500多个，为石

狮市深入开展环境保护、节能减

排、清洁生产工件，起到了基础性

的支撑作用。

石狮市推动“众创狮城”行动

计划方案中，劲安检测实验室是重

点培育的检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之一，并要求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

投入运行。石狮劲安检测实验室

提前一个季度于7月中旬，取得了

省质监局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并

投入运行后，积极提高检测能力和

水平，又加重投入引进了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FID）、电子捕获（ECD）

检测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火焰光度检测器（FPD），带十

阶程序升温系统气相色谱仪等大

型检测仪器设备，使检测项目从

100个增加到500多个。

石狮劲安检测实验室新引进

的检测仪器和设备，具有灵敏度

高、线性范围宽、操作条件不苛刻、

噪声小、通用性强、准确度高、选择

性好等检测优点，可检测各种单质

和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及其含

量的定性定量分析。像电子捕获

检测器（ECD）对含卤素、硫、氧、羰

基、氨基等的化合物有很高的响

应，应用于有机氯和有机磷农药残

留量、金属配合物、金属有机多卤

或多硫化合物等的分析测定；原子

荧光光度计，适用于As、Sb、Pi、Bi、

Te、Sn、Se、Hg、Cd、Zn、Ge等是一种

元素痕量分析……这些高精尖的

检测仪器设备的分析灵敏度≥

5000ml/mg。

目前，石狮市的环境保护工作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重要成

果，但石狮市的产业空间布局与

生态安全格局之间，以及产业结

构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之间，仍

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石狮市

印染、化工、五金等产业的发展，

对生态安全格局、城市环境安全

仍具有潜在的冲击性。石狮劲安

检测实验室新增的检测项目涉及

了废水项目及更多的有机物检

测；海洋水文、气象观测、生物检

测等近海岸环境检测；危险废物

鉴别检测，等等。此外，还可对社

会环境保护，对涉危企业环境风

险防范，对涉危险废物重点项目

的管理，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及

时消除潜在环境风险隐患，实现

行业节能减排、企业清洁生产的

环境保护目标，提供了可靠的公

共平台检测技术服务。

（记者 刘永红 通讯员 迁治）

石狮两海洋经济项目
获省专项资金扶持

市工商联举办
“一带一路”座谈会

石狮农行举办
“久久长相伴”公众日活动

本报讯 《国内航行海船电子签证办法》于2014

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今年2月8日在石狮各港口全面

推行，其便捷的办证方式赢得了货运客户、船东及船

代理的一致称赞。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港口

多举措加大电子签证这个惠民利民政策的推广力度，

截至目前共为船舶办理电子签证超过5000艘次，并呈

快速上升的态势。

昨日8时45分，我市港口管理部门收到中远海运

公司所属一艘自天津港来石湖港的货运船舶的进港

电子签证申请，经审核后准予签证。“船舶电子签证很

便捷。以后船舶进出港办手续再也不用跑腿了，自己

用手机、电脑上网就可以办，省时省力又省钱。”石湖

港一货运代理公司业务员告诉记者。

据悉，过去，船舶进出港都要到当地港口主管机

关办理许可证明，并且要出示相关证书，也就是所说

的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按照规定，船方要分别在抵

港后、离港前规定的时间内，到当地港口海事部门办

理签证，而现在船舶或其经营人通过互联网、手机短

信、船载设备等电子数据传输方式，提交船舶动态、货

物装卸、在船人员、规费缴交等信息，即可办理签证。

为加快推广电子签证，让惠民利民措施生根落

地，我市港口建立了电子签证提前预约、提前审批机

制，安排签证站指定专人提供电子签证业务指导，政

务受理人员主动提醒前来办理业务的船舶注册并使

用船舶电子签证，积极提供业务帮助，引导并协助操

作，确保签证船员掌握电子签证使用方法。

（记者 王国文 通讯员 黄丽颖）

港口船舶电子签证量剧增

每年的秋季，是印染行业的传统旺季。但受下游需求明显不足制约，上游印
染行业呈现“旺季不旺”的态势。市染整同业公会有关人士向记者介绍说，以“跑

量为主”的印染企业相对较好，但以品牌订单为主的印染企业则影响较大。图为
位于鸿山伍堡印染集控区的一家漂染企业昨日新进了一批布料，开足马力生产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