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热点 视

4月17日至20日，2018
年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将在石狮服

装城2号馆、闽南理工学院宝盖校区体育
馆两地精彩上演。期间，石狮青商会常务副会
长、石狮市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李明欣将带领石
狮设计师新锐团队举行联合发布会，展现石狮本土设
计力量的时尚风采；石狮青商会副会长、石狮电商协会
会长苏兴模将带领一批石狮线上当红品牌，诠释石狮电
商之所以能够让全国业界瞩目的原因；石狮青商会理事
郭锡加、石狮童装与儿童产业联合会秘书长郭锡加将携
手石狮童装品牌用心打造“校服专场发布”，推介石狮最
炫“校园风”……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场时尚流行
发布，都为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殊
不知，在这闪耀的舞台背后，倾注了青商们多
少的心血与精力？本期关注，记者就带
您走近石狮国际时装周幕后的狮

城青商。

2018年石狮国际时装周再出发——

汇聚青商力量
演绎时尚交响

展现石狮新锐设计力量

石狮，被称为“孕育金顶奖设计

师、十佳设计师的沃土”，培养了计文

波、杨紫明、曾凤飞、陈闻、刘勇等国

内服装设计界的名师，卡宾、七匹狼、

爱登堡、利郎等“闽派服饰”领军品牌

的成长和壮大和上述名师有着密切

关联。

创新转型，设计先行。记者了

解到，本届中国石狮国际时装周，石

狮服装设计师协会将举行联合发布

会，展现石狮本土设计力量的时尚

风采。“这次我们将主推新锐的年轻

设计师，为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

的舞台。”李明欣指出，这是石狮市

服装设计师协会第二次参加时装

周，都把舞台留给了年轻的设计师

们。而为帮助年轻设计师更快成

长，李明欣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帮扶

小组，从设计稿件、成衣制作、配饰

搭 配、舞美设计等各环节，对他们

进行“手把手”帮扶指导，

起到“大师带小师”的作用。

李明欣透露，此次联合发布会的

设计风格将有别于石狮传统的“闽派

服饰”品牌定位，而是更加适应当下

新型的服装营销模式和电商潮牌、别

致女装，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设计师更

多元地服务于不同的品牌，以及当下

新兴消费者的需求结构，而不是仅局

限于石狮区域市场。“因为在互联网

时代下，设计已没有边界，石狮设计

更应站在更高、更广的格局中谋求创

新发展。”

石狮电商首次“触电”时装周

随着新零售时代的到来，传统线

下品牌走到了线上，纯电商平台也下

沉到线下。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

引导下，石狮市电商协会的推动下，

包括古由卡、传奇保罗、踏普、诺凡希

等线上当红品牌将用一个下午时间

来诠释石狮电商之所以能够让全国

业界瞩目的原因。

“这是我们石狮电商首次‘触电’

时装周！”苏兴模称，每一年的中国石

狮国际时装周都是一场时尚盛事，以

不断挖掘和扶持新锐设计师为己任，

为石狮品牌（包括传统品牌和网络品

牌）提供了走向全球的舞台。为此次

时装周，市电商协会做了许多工作，

并特别筛选了四个电商当红品牌，分

别代表了时尚运动（踏普）、潮牌（古

由卡）、时尚英伦男装（传奇保罗）、时

尚男鞋（诺凡希）四个不同领域。这

既是石狮电商发展十多年的一次系

统总结，更是石狮电商力量的一次完

美亮相。

“石狮是中国服装名城，希望通

过这次时装周的发布，能让更多石

狮电商品牌运用石狮原有的产业优

势站起来并走出去。”苏兴模表示，

电商是主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经济板块，电商

企业将勇于担当起这个责任。所

以，如何运用好产业优势是石狮电

商应该思考的核心点，只有把这个

优势发挥到极致，才能让更多的电

商人从卖货阶段转变成做品牌。“只

有做品牌才能让产业可持续发展，

也只有做品牌，才能让消费者感受

到品质的重要性及品牌的力量，才

能有更大的利润空间给品牌赋能，

让品牌持续发展！”

石狮校服引领校园新时尚

石狮童装生产已有近30年的历

史，无论是设计水平还是生产能力，

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今，石狮童装

与儿童产业联合会再出发，提出了打

造校服（园服）生产基地的设想，开启

了石狮校服（园服）产业发展的新征

程。本届国

际时装周，就

首次增设了

“校服专场发

布”，由石狮童

装与儿童产业

联合会将用心打

造，带来不一样

的校园风尚。

郭锡加表示，得知

时装周有个“校园专场发

布”，一个早上就有三十

多家校服企业要报名发

布。最终，联合会筛选了

近十家的校服企业，以

“石狮校服 引领时尚”为

主题，发布校服、班服、园

服三大类新品。

“希望利用时装周这个

舞台，让更多人知道，石狮也

有优秀的校服企业和产业。”

郭锡加表示，校服作为一种文

化载体，不仅展示学生形象

和学校整体形象，也是一座

城市新市容、新风貌的直接

展示，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在石狮童装与儿童产业

联合会的共同努力下，尽快形成校

服（园服）生产基地，为企业、为产

业、为社会提振信心。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郭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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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能量，虚怀若谷。”4月10日晚，

石狮青商会抱团学习新平台“聚能谷”第

二期如约举行。当晚，在主持人、石狮青

商会常务副会长李明欣的“抛砖引玉”下，

20位青商紧紧围绕“新时代的创新思考与

分享”这一主题，结合相关行业，分享了各

自对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的所见、所闻、所

感，并就企业如何在新时代下创新升级进

行了思想碰撞。

时代更迭 唯有创新不变
“过去，可能十年、八年才能翻过历史

的新篇，而现在，三两年甚至每年都能翻

过一个历史的新篇。如果跟不上时代的

步伐，没能跟得上大社会创新下的背景，

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淘汰。”作为主持

人，李明欣开题便指出，“创新”大致上可

分为模式和产品的创新。如最近新出现

的“盒马鲜生”“超级物种”等生鲜采购平

台，打破了原有生鲜采购的旧有模式，属

于模式的创新。而产

品的创新就是指产品

的更新换代。另外，李

明欣认为，创新需要把

握个度，不要被“创新”

的“外表”所诱惑，变成了“伪创新”。就如

小米曾经花大力气去研究老人手机，结果

发现销售情况不佳，后来发现原因是老人

都在用儿女剩下的手机，这就成为一个创

新的“伪需求”。当然，创新也不要理解为

很深奥，有时只要了解消费者需求，适当

的“小创新”，也能带来新价值。如小米风

扇，售价799,销售却高达15万台，就是因

为小米风扇的外观设计较传统风扇更时

尚，满足了90后、00后消费群对产品“颜

值”的需求。“由此可见，无论时代如何更

迭，模式和产品如何变化，消费如何升级，

都是基于创新基础上的延伸。”

创新就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从健康管理行

业出发，石狮青商会

副秘书长许自猛指

出，健身房对许多人

而言，充斥着器械，

单调无味，且健身房区域性较强，如何把

人从远的地方吸引过来，这就需要不断

创新。所以，他觉得健身行业的创新，首

先是让客户有更好的舒适感受，让客户

觉得健身是快乐的，同时通过健身给他

带来一个“朋友圈”，带来更多不一样的

体验；其次是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给用户创造价

值，通过一定时间的锻炼，让用户达到改

善体态、变得健康的目标。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石狮青商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洪建树的认同。他称，每

个企业、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瓶

颈，如何突破这个瓶颈，就需要不断创

新。而创新一定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即

客户导向。

其次，创新一定要有格局，要站在世

界的格局上去思考实践；此外，创新的方

向要紧跟未来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

创新注定会失败。

创新的突破口在于挖掘人的潜力
在石狮青商会理事骆森煌看来，对于

传统的小微制造企业而言，大创新很难，

小创新却可以把根扎得更稳。“能解决问

题就是创新！创新的突破口在于挖掘人

的潜力。”骆森煌称，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

股权改革，这就是一种人力管理上的创

新。当前，骆森煌在其企业就尝试这种人

力管理创新，把每个管理干部的工作进行

数据量化，如果这个人可以形成一份资产

负载表，就可以做项目、形成一个组织，实

现利润最大化，这样人的效能和价值就凸

显出来了。对于企业，也可以从中找到真

正需要的人才，企业效率也大大提高。

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石狮青商会常务副会长王世炎指

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故而提高竞争力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创什么，二是怎么创。“创什么”就是

回归企业本身，思考企业现有的最强竞

争点，不断提升这个竞争优势，成为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继而延伸形成商业链条，

这就是创新的母体。当然，企业的发展，

背后很多是老板思维的发展。所以，创

新的本质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老板

的核心竞争力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怎

么创”的问题，就是要锁定客户的解决方

案，然后形成“先利他后利我”的“利他”

共赢模式。

高效创新基于实践和大数据
石狮青商会常务理事林西文认为，

“创新”有道、术、器三个层面。“道”就是

指天理、人性，这自古以来都是不变的；

“术”指的就是各行各业，需要变通；“器”

指的就是杯子、衣服，随时都要发生改

变。所以，任何行业到头来还是要回归

“道”的层面，结合时代的特点和脉搏进

行创新，而基于足够、准确的实践积累和

数据调查，可实现高效创新。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董帝琪）

新时代的创新思考与分享

通过对石狮青商会的
走访、与青商代表的交
流以及观看石狮青商会
的相关视频介绍，我对石
狮青商会有了大致了
解。对于石狮青商会的印象，我大致总结以下四点：

一是会员有情怀。石狮青商会是基于爱国爱家、富有
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组织，通过服务会员成长、引领社会新
风、促进青年创新创业为核心使命，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活动，为家乡石狮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作出贡献，体现了石
狮青商会会员富有社会责任心的情怀。除此之外，石狮青
商会的“富而思进、致富思源”的“抱团学习”情怀，理念更先

进、立意更高远，也让我看到非同一般的社团文化。
二是组织有档次。石狮青商会通过反复试验、不断探

索、归纳总结，形成了独特而良好的制度设计，使得商会具有
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如“三大纪律”的设置，表面上看似给
会员增加了束缚，实质上却确保了青商会整体的稳步健康发
展；又如“职务晋升”的安排，使得真正参与青商会组织运营的
人，经受住不同层级的历练，从基础做起，接受考验，以成绩
“论英雄”。深信，石狮青商会有了这样严密的制度设计和严
格的纪律规定，将永远充满活力和生机，未来的道路也将越
走越宽广。

三是运作有高手。石狮青商会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除
了重视对外宣传、形象设计之外，更为侧重活动的设计策划，
这点十分高明。如“文明出行”活动中，动员青商会员在车头
中网镶嵌文明出行车标，一则树立了青商会良好形象，二则
亮明了青商会员身份，以身作则，带头表率，既管住了自己，也
引导了他人。又如“嫁妆莫炫”的过程中，引导青商会员婚嫁不
炫富，既引领了文明新风，也保护了青商会员利益，不因炫富而被
社会诟病。
四是氛围有温度。通过与青商会员轻松而充分的交流，强

烈感受到了青商会的人人平等、互帮互助的团结氛围。这一切
得益于石狮团市委的指导有方，也得益于石狮青商会领导班子
的高屋建瓴，凝聚了一群“善学习、会创新、有激情、讲责任”的石
狮青年才俊。相信在郭东圣会长的带领下，青商会将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从光荣走向新的光荣。
成立石狮青商会，是石狮共青团市委的创举，得到党政各方

面的重视和支持，这一“凝聚有凝聚力的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
工作思路非常正确，也非常重要，为新时代共青团工作带来了深刻
启示。希望石狮团市委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石狮青商会员进一步
发挥自身魅力与能量，为青年人作出表率，用自己的汗水营造更大的
幸福生活，积极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谋幸福。

之大家 言

石狮青商会:
凝聚有凝聚力的人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景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学抱团 习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石狮青

商会党委获悉，今年该党委进一步

完善组织架构，根据两镇两办及沿

海五镇进行划分，分别成立宝盖、湖

滨为第一党支部，灵秀、凤里为第二

党支部，沿海五镇为第三党支部及

狮城青年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党支

部，实现青商会党组织全面覆盖。

据了解，石狮青商会于2012年

12月成立了青商会特别党委，2017

年更名为石狮青商会党委。近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及团市委的正确

领导下，青商会党委集中力量在促

进交流学习、助推青年创业和倡导

公益文明上下功夫，为青商人成长

和青商事业发展注入正能量。一是

开展“党团员学习日”活动，创新学习

方式，带领党团员到优秀青商会员

企业学习企业经营管理及党团建工

作开展情况，促进交流学习谋发展；

二是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

配合制定《关于加强青商培养创业

工作的若干措施》，通过提供创业指

导、落实帮扶资金等措施，争取政策

引领，助推青年创业；三是开展“产

业人才�育苗工程”结对助学行动。
创新助学形式，把产业发展与助学

圆梦工程相结合。实现“保学业、保

实习、保就业”三个保障，引导承担

社会责任，引领热心公益树新风。

石狮青商会党委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青商会党委及各支部将引

领青商党员带头在八点开席、文明

出行、抱团学习、专注实业、创新创

造、奉献社会等方面树标杆、作表

率，带头践行“善学习、会创新、有

激情、讲责任”核心价值理念，树立

青商党建的光荣品牌，展示青商人

的积极作为，共同凝聚推动城市发

展、社会文明，为实现“中国梦、石

狮梦”贡献强大力量。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谢珊妮）

石狮青商会党委完善组织架构
实现青商会党组织全覆盖

“聚能谷”交流社简介：旨在更好地促进青年企业家交流学习，畅通政企良性

互动渠道，帮助青年企业家成长，助推青商企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参与人员在

宽松的环境中，围绕既定的相关主题，带着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启迪智慧、碰撞思

想，力争推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推动企业、行业的良性发展。

时装周将首次设置“校服专场发布”本届时装周将再次展现石狮本土设计新锐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