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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佘凹有石条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

于石狮市永宁镇港边村西区110号，东至公妈厅；西至港
边球场；南至张升培；北至佘文堂。经核实该房屋是佘

凹所有及使用，无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任何有

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佘凹儿子佘清程对该房屋

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天
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

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

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港边村民委员会 2018年3月15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有石狮市旺国庄餐饮店不慎遗失福建省石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1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581MA2YQ2YG60，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旺国庄餐饮店
2018年3月15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因嘉心服饰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3

日变更为“石狮颜值萌僮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现将刻有“石

狮市因嘉心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颜值萌僮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东骏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

14日变更为“石狮市东骏纺织有限公司”，现将刻有“石狮市

东骏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石狮市东骏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声
明

兹有石狮市宝湖龙屿粮食加工厂不慎遗失石狮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1月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81L00954499A，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宝湖龙屿粮食加工厂
2018年3月15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鹏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6月2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1MA349AYGX3，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鹏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3月15日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毕升印刷材料店不慎遗失石狮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7月1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50581600521418，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毕升印刷材料店
2018年3月15日

遗
失
声
明

兹证明后杆柄村村民杨水波有石头结构房屋一宗，地

址位于石狮市永宁镇后杆柄村奋发区36号，房屋坐落东至
村路，西至杨祖奕厝，南至埕地，北至村路。经核实，该房屋

系为杨水波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

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杨水波申请对该

房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

于见报之日起15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
效，且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

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后杆柄村民委员会 2018年3月15日

登
报
声
明
书

兹证明沙堤村村民陈敏有石头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

于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八区15号，房屋坐落东至龚胜利厝，
西至龚诗补厝，南至观音宫，北至龚榜大厝。经核实，该房

屋系为陈敏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

办理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由申请人陈敏申请对该房

屋进行就地改造翻建。如对该申请事项有任何异议，请于

见报之日起15天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
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改造翻建手续，声明

凡其他证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民委员会 2018年3月15日

登
报
声
明
书

石狮打造“小链条”“小集群”发展模式
提升纺织服装产业的时尚品位、品牌质量和快速反应能力

本报讯 如何把“老本行”做

强，把“看家本领”做精，针对当前

石狮纺织服装产业存在的发展问

题和瓶颈，我市将重点抓住“染整

提升、面料研发、成衣设计”关键

环节发力，突破低端加工制造瓶

颈，打造“小链条”“小集群”协调

发展模式，着力提升纺织服装产

业的时尚品位、品牌质量和快速

反应能力。

提升染整产业生产水平

以“品质高端、绿色时尚”为

目标，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

行政等多种手段，推动集控区内

印染企业加大技改投入，通过技

术创新、管理创

新和产业发展模

式创新，重点围

绕印染专项整治

行动和实施“五大提升工程”开

展工作，努力实现染整企业提质

增效，切实推进印染行业质的飞

跃。加快推进新型染整园区循

环化改造。改革三个印染集控

区污水处理厂管理体制，实行国

有企业参与控股和作为第三方

建设、管理、运维主体，化解印染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印染企

业技改资金困难问题，提升行业

竞争力。推动印染行业创新商

业模式。鼓励印染企业建立“加

工+营销”合作模式，与品牌服装

企业联合，共同研发新的面料，

实行专供模式，实现上下游对

接，促进产业链的提升。推进排

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帮助染整企业解决资

金问题。

推动面料产业创新发展

强化消费流行趋势研究，提

升适销高端面料产品供给能力。

鼓励企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以时尚化为导向，提高创意设计

水平，增加面料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和产品的更高附加值。加大面

料产品创新力度，加快发展气凝

胶、热塑性聚氨酯等纺织新材料

项目，鼓励企业走“研发创新型”

道路，着力发展功能性、科技性、

差别化纤维、高档针织面料，增加

中高端面料消费品供给。构建轻

纺城一站式面料交易运营平台，

整合提升石狮国际轻纺城管理运

营水平，引入检验检测、网商平

台、金融服务等配套服务，集聚优

质采购商、国际买手，打造具有国

内影响力的集商品研发、展示、洽

谈、交易与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综

合性现代商贸平台。

加快传统成衣设计转型

一方面，提升产品的时尚设

计水平，实施“五个一”工程，即：

建设一个时尚设计公共服务平

台，打造“原创界”设计师线上平

台，实现“设计师—面辅料企业—

生产制造企业”的快速对接，推动

企业向“快时尚”转型。引进培育

一批新生代设计师和设计机构，

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扶

持石狮市服装设计师协会和设

计师工作室创新发展；依托闽南

理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海阔

设计学校等载体培养一批设计

人才，并积极引进江西服装学院

等高校学生来我市就业创业。

扶持发展一批新型时尚创意企

业，通过众创空间聚集时尚创意

企业，通过跨界合作为产业融入

时尚、创意、文化和科技元素。

组织一个有影响力的服饰时尚

赛事，创新海博会、时装周办展

内涵，举办网商时尚模特大赛、

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潮流趋势

发布、买手发布等时尚活动。创

建一条时尚创意产业链条，支持

创意设计、信息发布、服饰艺术、

先锋体验、文化演艺、时尚传媒

等业态发展。另一方面，发挥石

狮纺织服装产业联盟和供应链

管理公司作用，引入专业团队与

纺织服装企业开展合作，通过信

息化管理将供应商、制造商、分

销商、零售商组成整体，实现快

速精准生产销售。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朱永得）

本报讯 根据市委要求，3月12日，石狮市统计

局开展“项目落地年，党组织怎么办”专题讨论，全

局党员干部参会，并逐一发言。

2018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石狮

市委市政府在《石狮市2018年实业项目落地年活动

方案》中提出，大力开展实业项目落地年活动，今年

力争引进、落地100个以上总投资或年产值超亿元

的实业项目，力争在引进大项目上有所突破。大家

表示，“项目落地年”的措施方案，将进一步促进石

狮市“创新转型、实业强市”的进程，发挥实业项目

稳增长的关键作用，落实《石狮市2018年实业项目

落地年活动方案》，与全体干部职工息息相关。

作为统计工作具体部门，石狮市统计局与会

党员干部认为，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立足统计工作，紧密围绕项目落地重点工作，多出

高质量的数据分析报告，为促进重点项目落地工

作进展提供高效的数据支撑；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和工作标准，充分发挥统计干部扎实细致的

工作作风和突破自我的创新精神，为落实“项目落

地年”活动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刘永红）

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成功的案

例在隐射一个道理，“这不是一个人

战斗的时代”，之前，海兴凯晟科技有

限公司想靠自己把舒弹丝产品做进

认识的品牌、熟悉的市场，但随着全

球对于环保节能、健康性产品的青

睐，海兴发现借力打力快速布局全渠

道才是竞争之王道。

2018年上海面辅料展
展示舒弹丝产品超10家

作为聚集全球功能性、创新性面

料的年度重量级展会之一，于3月14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针织（春

夏）博览会，不仅有联邦三禾、太极

石等石狮本土面料生产型企业，更

有一些服装品牌企业也会前往观

摩，其中有一家值得关注，这家就是

海兴凯晟，这家来自石狮的创新型

材料公司在本次展会上有超过10家

合作伙伴展示舒弹丝产品，而且个

个都在所在省份、行业属领军者。

这只是海兴凯晟科技有限公司

的上海面辅料展合作企业，在品牌

服饰和家纺行业有水星、罗莱、宝缦

的最新产品都有融入舒弹丝元素，

至于服装领域，包括阿迪达斯、迪卡

侬、UA（UnderArmour）安踏、劲霸、

GXG、斐乐（FILA）、韩都衣舍等这一

串金灿灿的名字。

“毋庸置疑，这些都是行业的标

杆企业。”海兴凯晟有限公司创始人

介绍，和美国杜邦有渊源的舒弹丝原

想借助之前的传统渠道和模式进入

品牌，但后来发现，速度太慢，成效不

高，“看看腾讯、阿里巴巴，哪个不是

开放型平台。”所以，海兴换了思路，

“借力打力”，为国内知名的纺织服装

企业提供原材料，依托他们现成的品

牌影响力以及客户关系，让舒弹丝的

产品能够进入到更多层级，最大范围

覆盖消费者。

国外品牌闻风而至

在去年举行的中国纺织服装创

新年会上，泉州有4个品牌当选“2017

年年度纺织十大创新产品”，分别是

恒安、安踏、海兴以及浩沙。恒安集

团的是“女性经期安心裤”为“舒适体

验产品”；浩沙设计研发的“耐氯高弹

针织泳装”属于“易护理产品”品项；

安踏中国的“雨翼”科技防水运动服

成为“户外功能产品”的决胜产品。

至于海兴凯晟，则和山东迪尼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舒弹丝牛

仔套装成为“低碳环保产品”。

得益于前几年的布点和扩大品

牌影响力，一些国外品牌也闻风而

至，如美国最大的牛仔集团VF，日前

也来到海兴凯晟，了解一些可以供予

应用的产品，“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注

重环保、健康以及产品质量，舒弹丝

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海兴凯晟

负责人表示，有美国杜邦这样的行业

巨头引源，舒弹丝的未来将无可限

量。 （记者 杨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讯 面辅料产品是传递上

游纤维产品科技创新，实现下游服

装产品时尚度的灵魂所在。3月14

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春季联

展”以五大展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拉开序幕。记者从石狮市布

料同业公会了解到，我市共有创艺、

联邦三禾、英伦世家、新众兴、金羽、

盈艺纺织、德奥针织、鸿鹏五金、夜

航反光材料等在内的9家知名纺织

面料、辅料企业携拳头产品参加

2018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春

夏）博览会，亮出石狮休闲面料新魅

力和创新设计能力。

作为一年一度的国际纺织行业

盛会，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春

夏）博览会（简称Intertextile春夏面

辅料展）承载的不只是企业展示、商

贸对接的功能，更是国内外优秀纺

织企业的一次交流盛会，是产业链

上下游实现精准信息与诉求对接的

良好平台，是整个产业链实现创新

驱动和协同发展的助推器。

每一届Intertextile春夏面辅料

展，石狮企业都成为一道不可错过的

亮丽风景。Intertextile春夏面辅料

展，作为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行业

性博览会，除了汇聚中国纺织行业的

领先企业外，还吸引众多国外优秀企

业参展。最新产品、最新工艺、最新

设计，七大展馆超187000平方米的

展出面积，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400家行业领先的面辅料供应商，齐

聚2018Intertextile春夏面辅料展九大

展品类展示区——正装、时尚女装、

休闲装、功能/运动装、衬衫、内衣/泳

装等多种面料展示区、跃动牛仔、辅

料视界、国际馆、花样设计等专题展

示区……再一次凝聚行业优质企业，

共同发声，精美展位、工艺演示、成衣

样品，最新形式展示产业最新成果，

一站领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阶段

中国纺织业新姿，一展尽览全球纺织

精髓。

众多知名纺企、时尚品牌，以精

准定位和风格新品捕捉不断升级的

消费生活新主张。来自全国纺织产

业链条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制造企

业悉数到场，引领产业发展新格局。

据了解，此次博览会为期3天，参展首

日，“石狮面料展团”所展示的科技含

量、时尚元素十足的各种新面料，受到

了许多国内外客商和服装企业的欢

迎。如联邦三禾在展会上推出“太极

石”系列面料，运用尖端的纺织技术，将

太极石植入纺织纱中，经过多种复杂

的制作过程做成各种纺织制品，将太

极石的能量完整穿在身上，能够全方

位罩护身体。这款面料因具有较强的

保健功能，而备受下游服装企业青

睐。图为石狮企业在Intertextile春夏
面辅料展会现场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林荣庚/图）

石狮9家企业上海展示“拳头产品”

舒弹丝布局全渠道 借力打力抢占市场

“项目落地年，党组织怎么办”
统计局开展专题讨论
扎实推进“实业项目落地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