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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强市

产业观察

泉州下发2017年市级产业龙头企业名单

家石狮企业跻身龙头榜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经济

局获悉，近日，泉州市建设制造

业强市领导小组下发2017年市

级产业龙头企业名单，泉州海天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02家

企业被确定为2017年泉州市级

产业龙头企业，其中，石狮包括

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福建

通达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业

榜上有名。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泉州市

级产业龙头企业名单涵盖纺织

鞋服、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建材

家居、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环

保等13个领域，其中，纺织鞋服

企业143家、石油化工企业26

家、机械装备企业90家、建材家

居企业51家、食品产业企业35

家、工艺制品企业39家、纸业印

刷企业33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

业29家、生物与新医药企业8

家、新材料企业15家、新能源企

业19家、节能环保企业10家、现

代服务业企业4家。

在石狮市的上榜企业名单

中，纺织鞋服企业有8家，分别

为：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福建汇龙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

司、石狮市大帝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石狮市富贵鸟集团有限公

司、石狮市凌峰漂染织造有限公

司、福建协盛协丰印染实业有限

公司、福建省石狮市富兴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石狮市龙兴隆染织

实业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企业3家，分别为：

石狮市佳龙石化纺纤有限公司、

石狮市大元化工有限公司、石狮

市炎英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机械

装备企业3家，分别为：福建永信

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捷五

金（福建）有限公司、石狮振富针

纺机械有限公司。建材家居企业

1家，系石狮市青灿兴五金工艺

品有限公司。食品产业类企业4

家，分别为：福建泓一实业有限公

司、石狮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

司、福建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石

狮市利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纸业印刷企业2家，分别为：

美佳爽（福建）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新

一代信息技术企业5家，分别

为：石狮市科达电器有限公司、

福建通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省石狮市通达电器有限公司、

石狮市通达精雕制造有限公

司、石狮市飞通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生物与新医药企业1家，

系石狮市华宝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企业1家，系福建省鸿山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节能环保

企业2家，分别为：福建清源科

技有限公司、石狮市鸿峰环保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石狮是制造业大市，工业经

济在石狮经济稳增长中占有重

要地位和突出作用。近年来，石

狮市大力实施“创新转型 实业

强市”发展战略，先后出台《加快

推进“实业强市”八条措施》《关于

支持纺织鞋服产业转型升级跨越

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发展智能

制造十条措施》《培育科技小巨人

企业发展若干措施》等政策措施，

加快提质增效步伐，推进技术改

造，精心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和创

新型企业，一批成长性强的高新

技术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全市工

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蔡奕盛）

对于中国这样的服装大国来

说，男装进口需求不大，2016年，

我国进口男装17.9亿美元，仅占

服装进口额的23.09%。这当中，

以机织产品为主，占进口男装总

额的八成以上。

从进口地区结构来看，主要

集中在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及

辽宁五省（市）。据统计，2016年

上述五省（市）的男装进口总额占

全国男装进口总额的86.71%，其

中上海男装进口额占男装进口额

的59.85%，为各省份男装进口最

高份额，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一线

大牌争先到上海落户的重要原

因。

实际上具体来看，较之2015

年，去年我国男装进口同比下降

了 3.13%，占服装总进口额的

23.09%。从男装进口结构来看，

机织男装进口总额远高于我国针

织类男装进口总额。2016年，我

国进口机织类男装总金额为

14.52亿美元，同比下降5.53%，

占男装进口总额的81.13%,针织

类男装进口总金额3.38亿美元，

同比增长8.76%，占男装进口总

额的18.87%。总体来看，我国进

口机织男装的单价高于进口针织

男装的单价。

我国针织类男装产品的进口

数量及进口金额总体表现为上升

趋势，但在进口单价上总体表现

为下降态势。2016年，我国进口

针织类男长裤1743万件，同比增

加41.3%，金额为13265万美元，

同比增加34.24%，单价为8.74美

元，同比下降4.99%；进口针织类

男衬衫 847万件，同比增加

19.68%，金额为11461万美元，同

比增加0.12%，单价为12.8美元/

件，同比下跌16.33%。

在机织类的六种男装产品的

进口数量上，总体保持着增长，但

进口金额及进口单价总体表现为

下降。海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口

机织类男长裤为3547万件，同比

增长8.17%，金额49952万美元，

同比下降5%；单价为13.67美元/

件，同比下降12.22%。进口机织

类男衬衫1595万件，同比增加

3.35%，金额为22542万美元，同

比下降5.77%；单价为14.98美元/

件，同比下跌8.83%。

接下来我们看看男装进口的

市场，主要集中在意大利、越南以

及朝鲜等国家。2016年，我国针

织类男大衣、男便服套装、男长裤

以及男衬衫的第一进口市场均为

越南，分别占各自产品进口市场

份额的42.34%、41.9%、13.92%、

18.38%。针织男西服套装及男

上衣的第一进口市场均为意大

利，其占各自产品进口总额的

57.89%以及19.8%。其中，越南

超过朝鲜成为我国进口男便服套

装第一进口市场，越南超过意大

利成为我国进口男衬衫第一进口

市场。其中，男衬衫最为畅销，达

2107万美元，其次是男长裤，

1846万美元，排第三的是男大

衣，1277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国机织类男大

衣及男便服套装的第一进口市场

均为朝鲜，分别占据其进口市场

份额的32.06%以及62.14%，机织

男西服套装及男上衣的第一进口

市场均为意大利，分别占据其进

口 市 场 份 额 的 36.77%以 及

30.85%；机织男长裤及男衬衫的

第一进口市场均为孟加拉国，分

别 占 据 其 进 口 市 场 份 额 的

20.42%及17.47%。其中，孟加拉

国超过意大利成为我国进口机织

男长裤及机织男衬衫的第一进口

市场。其中男大衣最为畅销，进

口金额达14305万美元，其次是

男长裤，10201万美元，再次则是

男上衣，6720万美元。

总体来看，我国机织男装进

口价格高于针织男装进口价格，

但各男装产品进口价格在近几年

的趋势却各有不同。

2011年到2015年期间，我

国针织男大衣进口价格在33.63

美元/件至18.83美元/件之间波

动；我国针织男西服套装进口价

格从2012年的343.76美元/套持

续下降至2015年的114.54美元/

套，随后，2016年其价格上升至

200.87美元/套；相比之下，我国

针织男便服套装、男上衣以及男

衬衫进口价格持续下降。从

2012年的12.79美元/套下降至

2016年的4.02美元/套；我国针

织男上衣进口价格从2012年的

41.63美元/件持续下降至2016

年的22.09美元/件；我国男衬衫

进口价格从2012年的25.05美

元/件，持续下降至 2016年的

12.8美元/件；针织男长裤进口价

格保持持续增长，但幅度较小，

从2012年的7.77美元/件增加至

2016年的8.74美元/件。

我国机织男上衣及男便服套

装进口价格呈现倒U形，男上衣

进口价格从2011年的31.86美元/

件持续提升至2013年的43.45美

元/件，随后持续下降至2016年

度的32.08美元/件；我国机织男

便服套装进口价格从2011年的

19.41美元/套持续提升至2013年

的21.45美元/套，随后持续下降

至2016年的14.48美元/套，下滑

趋势明显，下滑幅度较大。

我国机织男衬衫进口价格从

2011年的22.67美元/件持续下降

至2016年的14.13美元/件。

上述数据也较为立体和形象

地反映出目前全球纺织服装市场

仍显疲态。

（记者 杨江）

本报讯 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

酬，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工人的应得工

资。日前，经石狮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曾在石狮某电

子商务园内经营服装加工厂的刘某，被石狮市人民法

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

处罚金20000元。

刘某曾在石狮某电子商务园内经营一服装加工

厂，2014年7月至12月初期间，刘某以资金短缺为由

长期拖欠胡某、费某等23名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

11.4万余元。刘某随后采用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

2014年12月8日，石狮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胡

某、费某等群众的报案，引导工人推选代表进行申诉

维权，并着手立案调查。随后，市人社局依法向刘某

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刘某支付

胡某等工人的劳动报酬，但刘某在指定的期限内仍不

支付。同年12月22日，市人社局遂以刘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涉嫌刑事犯罪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016年11月11日，刘某在广州市海珠区北山村

被公安人员抓获，次日被石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

月25日经市检察院批准，由市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日

前，石狮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一审

判决。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谢天本）

本报讯 8月8日，根据省商务厅《关于协助开展

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调研的通知》要求，来自闽南师范

大学的资深教授、博士一行莅临我市，就商务领域营

商环境开展调研。座谈会上，石狮市商务局就石狮的

商务领域营商环境作了汇报，市商务领域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

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课题，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的

体现。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招商引资

和投融资软硬环境的打造，并且安排部门与企业对

接，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及时了解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强商

务领域营商环境，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良好的营商

环境。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黄鸿媚）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科协发出《关于举办2017年

泉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确定2017年泉州

“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为“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

愚昧”，将于9月16日~22日在各县（市）集中开展科普

宣传活动。

今年科普日宣传的活动内容围绕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大力普及传播发展理念、大力倡导创新创造创

业、大力促进公众理解高新科技等几个方面展开。值

得关注的是，今年科普宣传更加注重促进公众理解高

新科技，倡导创新创造创业的社会氛围。强调要围绕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宣传“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重要意义，激发创新创造创业的活力。着力宣

传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条

件，激发广大公众的科技兴趣和创新热情,为公众注入

创新动力；着力宣传创造是启发全社会新潜能和创业

活力的有效途径，普及创新方法，激发公众的创造潜

智；着力宣传创业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

出路，提升公众的创业意识和能力。

同时，要求围绕前沿科技最新成果，充分发挥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人才和资源优势，向公众展

示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

动通信等高新科技最新成就，让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

展示体验交流中，感受前沿科技魅力，感知科技事业

发展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科学生活方式，激发

创新热情。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8月8日是全国海关法治宣传日，今年的

主题是“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全面推进法治海

关建设”。为增强辖区进出口企业对海关法律法规理

解，扩大海关最新业务改革情况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宣

传，8月8日，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全面开展“8�8”海
关法治宣传日活动，提升外贸企业法治意识。

活动期间，该办事处紧紧围绕“增强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意识，全面推进法治海关建设”的法治宣传主

题，在口岸现场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及

《刑法》《海关法》《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海关法律法规；

在报关大厅现场设立咨询台，开展专题资讯活动，发

放宣传资料，并现场细心解答疑问，积极引导辖区企

业增强法治意识；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关企微信

群”平台推送宣传信息并进行网上答疑。图为海关开
展法治宣传日活动时的情景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范英帅）

跻身纸业印刷产业龙头企业的美佳爽（福建）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流星 摄）

产业扫描

大润发推出
全新自有服饰品牌

本月起，大润发推出全新
自有服饰品牌 JESS&TONY。
这是一个参照美式快时尚休
闲风格，定位为休闲、舒适、优
质、经典、超值、流行的全新服
饰品牌，将在大润发全国368
家门店同时发售。

在运营服装品牌上，大润
发已有多年经验，它在2007年
就推出过平价服饰品牌贝兹
卡洛，2009年又成为美国大众
服饰品牌巧乐奇的中国区唯
一品牌授权商。在台湾，大润
发推出自有品牌InExtenso，
还在蝙蝠侠电影上映时推出
蝙蝠侠和超人的联名产品。

（界面新闻）

一代“鞋王”百丽退市
日前，1992年创立，旗下

拥 有 Belle、Staccato、Joy &
Peace以及Tata等14个女鞋品
牌的百丽集团正式从香港退
市。

早在今年4月末，百丽国
际已经收到私有化通知，所计
划的私有价格为 6.3港元/
股，公司的总估值为531亿港
元。而相比曾经最高市值的
1500亿港元，市值缩水了近
2/3。即使和10年前公司上市
首日的市值相比，也有所减
少。从最初资产仅200万港元
到 2007年5月在港交所上市
时，首日市值高达 670亿港
元。7月17日晚，百丽国际正
式发布公告称股东大会上，有
98%股东投票赞成私有化方
案，随即开曼群岛大法院批准
了私有化计划，公司于7月27
日下午正式取消上市。

（好奇心日报）

American Eagle
全面退出英国市场

据报载，进入英国市场的
第三个年头，美国服装零售商
AmericanEagle最终决定“全
线退出”。目前，该品牌已将
位于伦敦Bluewater购物中心
的三间店铺以及位于Westfield
的两间店铺关闭了。另外，该
品牌也关闭了其英国官网。
在此之后，想要购买American
Eagle商品的英国线上用户只
能通过该品牌的美国站入口
完成。

（亿邦动力网）

今年科普宣传
倡导创新创造创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一老板惹来官司获刑罚

我市召开商务领域
营商环境调研座谈会

海关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提升外贸企业法治意识

本报讯 来自泉州市知识与

产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泉州市共有36家企业通过

贯标认证，开展贯标辅导的企业

超过100家，参加贯标培训的企

业及服务机构超过200家，通过

贯标认证内审员考试人员超过

130人。

近年来，泉州市不断加大推

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

标准的力度，不仅推动了知识产

权相关工作，也促进了地方创新

发展。通过实施贯标推进、贯标

培训、贯标后补助等多个项目，大

力推行企业贯标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

一是委托中介机构培育企业

贯标。2014年通过调查摸底与征

集贯标需求，在企业和中介机构

申报的基础上，泉州市知识产权

局选择20家国家级、省级知识产

权优势、示范企业等开展实施《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

T29490-2013），每家给予补助1

万元；同时，对于7家中介辅导机

构给予一定补助。

二是加大贯标宣传培训工作

力度。在推进贯标工作中，泉州

市知识产权局十分注重宣传发

动，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将贯标

工作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各种机

会对企业进行贯标宣传、动员；利

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中国
专利周等活动，集中对贯标进行

宣传、推广。同时，举办多场次知

识产权贯标辅导与内审员培训，

对贯标政策进行宣讲、解读。3年

来，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其中

130多人取得中规（北京）认证有

限公司颁发的内审员培训合格证

书。

三是完善贯标激励政策。泉

州市知识产权局推动知识产权贯

标激励政策列入泉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

担的实施意见》及泉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促进专利运用和

保护的意见》中，对通过《规范》国

家标准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8

万元资金补助。企业通过推行

《规范》，建立符合自身发展需求

和发展特色的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有效地帮助企业提升知识产

权管理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

优势。

（记者 杨朝楼）

上半年36家泉州企业通过贯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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