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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9 项目被列入海洋强省在建重大项目
本报讯 《2018年福建海洋
强省重大项目建设实施方案》日
前出台，今年全省将全力推进130
个在建重大项目加快建设、98个
前期项目。其中，我市有9个项目
被列入今年在建重大项目，年度
计划投资12.55亿元；有9个项目
被列入重大前期项目。在建重大
项目具体为：
海洋工程装备和高端船舶修
造方面共1个项目，即石狮海洋船
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通讯设备
飞通（福建）生产基地项目，建设
内容为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拟
建设包括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产
品实验室及北斗船舶监控运营中
心一栋；总投资1.3亿元，今年计
划投资4500万元，一季度完成1#
楼主体（总层数22层）并封顶，二
三季度完成办公大楼的装修；四

产业扫描
河南安阳服装产业
向
“千亿”
目标挺进

近年来，河南省安阳市北关
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立
足优势、深入研究，确立“服装”为
主导产业，瞄准国内外高端品牌，
以优质服务和优良营商环境吸引
知名企业入驻，集群效应凸显。
该市北关区委书记程利军表
示，未来，北关区将力争通过5年
时间，产值突破500亿元，10年达
到1000亿元，实现“五年成形，十
年成城”目标，高质量打造“千亿
级服装产业”，为实现中原更加出
彩增动力、添活力。 （大河网）
山东 3 批次毛巾不合格
涉淄博、
潍坊昌邑

山东省质监局日前对山东金
号家纺、孚日集团、天源家纺等
20家企业生产的20批次毛巾产
品进行了监督抽检，经检测，淄博
英玉服装有限公司、昌邑市国宇
巾被织造有限公司、昌邑市恒晖
毛巾厂3家企业生产的浴巾、竹
纤维大方格毛巾、毛巾3批次产
品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主要为纤
维含量、pH值。
山东省质检院纤检所检验员
孙剑涛告诉记者，主要是两个标
注纯棉，里面含有其他的东西，不
是纯棉的成分，对消费者来说，一
个可能是从手感舒适度上毛巾差
一些，不合格原因可能是出厂没
有做检验，吊牌信息跟实际成分
不符。而pH值则是反映毛巾中
酸碱度的数据指标，按照国家标
准，毛巾的pH值的范围为4~8.5
之间，呈现弱酸性，超出范围即为
不合格。
（齐鲁网）

季度基本完工，开始设备安装、调
试，进行投产前准备。
海洋旅游和文化创意方面共
3个项目，具体为：永宁（古卫城）
历史文化及滨海旅游项目，建设
内容为挖掘、保护、展示永宁卫
城的文化内涵，开发海语公园、
滨海景观及其他旅游配套工程；
项目总投资20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3亿元，开展8-1地块、旅游别
墅建设。环湾湿地公园项目，建
设内容为建设管道、步行道等基
础设施；总投资2亿元，今年计划
投资 5000万元，上半年进场施
工 ，下 半 年 完 成 总 工 程 量 的
30%。黄金海岸海洋生物博物馆
项目，建设内容为利用原有场地
8000平方米进行整修，设置海洋
民俗文化、沿海古迹浓缩造型、
海洋动物化石标本、海洋生物剥

制标本、海洋生物塑化标本、活
体海洋生物展览和海洋动物表
演等；项目总投资 1.22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4000万元，第一季度
施工图设计、第二季度馆内装
修；第三季度投入运营。
航运物流方面共1个项目，即
石狮市东南冷链仓储物流基地，
建设内容为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
方米，建设 1栋综合管理中心大
楼、1栋区域配送大楼、1栋加工包
装车间、3栋多功能综合自动化冷
库，配置保税跨境电商贸易平台；
项目总投资5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1.5亿元，上半年完成冷库及办公
大楼主体建设，完成冷库设备安
装；下半年完成一期综合大楼及
冷库等配套设施验收并投入使
用。
海洋基础设施方面共3个项

水性聚氨酯
外科手套试产成功

近日，我国首创的水性聚氨
酯外科手套在兰州科天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试生产成功。
据介绍，目前全球外科手套
每年大约消耗750亿至800亿双
乳胶手套，市场缺口较大。不同
于传统的乳胶手套，水性聚氨酯
外科手套薄至0.1毫米，仅为乳胶
手套的一半，但耐穿刺性能是乳
胶手套的两倍。此外，水性聚氨
酯材质生物安全性高，无异味，即
使乳胶蛋白过敏者使用同样不会
过敏，便于医疗人员使用，不易滑
落。
（经济日报）

及4#泊位工程，建设内容为建设
1.5万吨级通用泊位，年设计吞吐
量115万吨，改扩建2万吨级多用
途泊位，年设计吞吐量提升至
115万吨；项目总投资3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 1亿元，上半年开展
基槽挖泥、抛石以及陆域回填；下
半年开展基槽整平、沉箱安装以
及陆域回填等。
渔港方面共1个项目，即祥芝
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建设内容为
新建防波堤464.8米，新建泊位17
个，港区内渔货接卸能力达 37.9
万吨/年；总投资23139万元，今年
计划投资7000万元，第一季度正
常施工、沉箱、扭王块预制、办理
石料开采手续；第二季度、沉箱、
扭王块预制，防波堤基础平整；第
三季度港池炸礁、清淤；第四季度
安放沉箱。 （记者 许小雄）

受多重利好因素鼓舞，8月9日，A股低开高走、
大幅反弹。上证综指盘中一度冲上2800点整数位，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表现强势，涨幅双双超过
3%。
承接前一交易日下跌惯性，当日上证综指以
2729.58点低开。下探2726.22点后沪指开始单边上
行，盘中一度冲破2800点整数位，可惜未能站稳。
尾盘沪指收报 2794.38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50.31
点，涨幅为1.83%。
深市表现明显强于沪市。深证成指收报
8752.20点，涨252.98点，涨幅达到2.98%。
创业板指数大涨3.44%，收盘报1497.61点。中
小板指数收报6036.14点，涨幅高达3.49%。
股指强劲反弹的同时，沪深两市个股普涨，收
跌品种总数不足200只。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逾6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飘红。软件服务、IT设备、通信
设备、电子设备、航天国防板块涨幅领先。相比之
下，石油燃气、海港服务、钢铁、煤炭等权重板块涨
势稍弱。
8月8日证监会公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
五项举措，向市场释放稳定股市信号。央行、财政
部等五部委联手协同降杠杆，也被认为有助于平稳
降杠杆。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A股放量
大幅反弹。
（新华社）

石狮外贸进出口上半年交出漂亮成绩单
本报讯 今年来，石狮外贸进
出口保持连续增长态势。记者从
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了解到，今
年1~6月，石狮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77.49亿元（人民币），比去年期增
长 30.47%，其中出口 70.76亿元，
增长27.55%；进口6.73亿元，增长
71.82%，外贸顺差64.03亿元。
据海关人员分析，今年上半

年，石狮外贸进出口的主要特点
为：大部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
口。1~6月，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
出 口 76.33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74%，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
98.5%。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6837万元，下降44.19%；民营企业
继续保持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石狮民营企业外贸进出口64.64亿

“查检合一”
首日
泉州关区运作顺畅
本报讯 8月9日，泉州海关全面

实施过渡期间“查检合一”联合作
业。当天，泉州关区共有肖厝、围头、
石湖、陆地港4个现场启动“查检合
一”工作，对8票报关单执行“一次查
验”。其中，H2010、e-CIQ共同布控1
票，H2010系统单独布控2票，e-CIQ
单独布控5票，涉及商品为原油、荒料
石、再生颗粒、男式上衣等。
据悉，为深入推进海关货物监管
查检作业深度融合，厦门关区在统筹
整合关区查验场地、设施设备、查检
人力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系统下达指
令、人工协调对碰、编组实施查验和
系统内录入的形式，执行“一次查
验”，实现现场查验“一支队伍、共同
作业”。图为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
顺利完成货物“查检合一”工作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叶华丽 连旭）

“民参军”
典型案例征集
针对当前我市外贸进出口情
况，海关方面建议：一是建立绿色
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建立健全信息
本报讯 记者从
数据库，引导企业加大创新力度， 石狮市经济局获悉，
服务企业发展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二是加快企 即日起，由国家发改
助推实业强市
业转型升级，推进同“互联网+”、 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
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的融合， 展司指导，中国改革 主办 石狮市经济局
寻求新的出口增长点。
报社、改革网承办的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邱辉雅） “民参军”典型案例征
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国有关企业（民口国有单
位和民营企业）征集“民参军”典型案例。我市符合
条件且有意参加的企业请按要求准备材料，于2018
年9月20日前将材料纸质版（加盖公章）一式四份
和电子版报送石狮市经济局发展改革股。
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不收取企业任何费用，
案例征集重点领域分别包括机械领域、电子领域、
材料领域、新能源领域、信息领域、化工领域、后勤
保障领域和其他领域。征集内容包含“民参军”基
本情况（地区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民参军”基
本情况）、“民参军”指导思想、“民参军”改革探索目
标、“民参军”改革主要内容（主要做法、突出特点、
重要成果、典型经验、改革创新、存在问题、措施建
议）。
案例征集主要围绕重大工程“深下去，融起
来”，改革创新、资源整合，切实提升军民融合能力
的创新实践，推介要求为：创新性强，影响面广，案
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融合催生产业发
展新动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为国
防安全提供新的保障；“民参军”发展过程中突破政
策制度障碍、形成特定模式和典型经验，形成具有
示范、推广意义的创新性实践案例，推介要求为：大
胆探索，积极作为，为更大范围的“民参军”实践提
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和标杆作用；主要围绕搭
建需求对接平台、拓宽交流合作渠道，开创与军工
企业、科研院所紧密互动融合发展新模式，取得明
显经济社会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践案
例，推荐要求为：认可度高，得到军地各界的较高评
价，已经成为当地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鸿山热电在全省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林伯楠）

元，增长43.52%；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12.77亿元，增长9.48%；国有
企业进出口850万元；主要出口市
场为东盟、欧盟和拉丁美洲。石狮
市对东盟出口 18.19亿元，增长
45.55%，欧 盟 11.05亿 元 ，增 长
1.66%，拉丁美洲 9.36亿元，增长
33.33%，三者合计占同期石狮市
出口总值的54.55%。

率先开启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石狮市 球清洗，不仅减少人员劳动强

鸿山热电厂全面实施“绿色发
展 效益领先”战略，在福建省率
先开启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鸿山热电厂“超低排放改
造”工作效果显著，令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远低于
国标。不仅如此，此次改造工作
还在该热电厂的4号机组全面解
体检修过程中，加装“水蜘蛛”式
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该套技
术首次在百万级机组中应用，在
国内尚属首例。相比传统的胶

乐城服装早市八月运营

8月15日，经营13年的大红
门服装商贸城早市将正式关停。
当下，大红门早市的数百名商户
已为自己寻找到疏解之后的新去
处，那就是石家庄的乐城国际贸
易城早市。据悉，这个早市将于
8月正式运营。
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过程中，石家庄积极打造全
国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市，将现
代商贸物流产业列入“4+4”现代
产业新格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乐城
国际贸易城、塔坛国际商贸城等
新载体平台，营造优越的营商环
境，以此承接京津商贸产业转
移。
（石家庄日报）

目，具体为：泉州深沪湾港区梅林
作业区梅林码头改扩建工程，建
设内容为建设 2个 2000GT客运
泊位（码头水工结构按可靠泊
5000GT客船设计），设计通过客
运40万人次/年，防波堤1.4公里、
陆域形成；项目总投资 8.9831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3亿元，上半年
开展东驳岸施工、码头沉箱预制、
防波堤海抛；下半年开展防波堤
陆抛、扭王字块预制、码头基槽挖
泥、沉箱安装。泉州石湖作业区
5#、6#泊位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
两个 10万吨集装箱泊位及相应
的后方堆场，设计年吞吐能力
120万标箱；项目总投资15.51亿
元，今年计划投资2亿元，上半年
进行填海抛石、沉箱预制；下半年
开展沉箱预制、围堰抛石、陆域回
填等。锦尚作业区 2#泊位扩建

A 股低开高走大幅反弹

度，同时更实现了换热管清洁系
数从实施前0.6上升至0.8，大幅
提升了清洁效果、凝汽器换热效
率和机组热经济性。
相关负责人介绍，“ 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不仅将带来年节约
标煤近5000吨、成本约2500万
元的“亮眼”成绩，也将为加快建
设美丽石狮乃至福建带来一份
节能降耗的满意答卷。 图为该
厂工作人员正在监视环保参数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宋凤）

华联公司
开展安全生产自查

安踏再推新品牌 继续搅局体育用品市场
俄罗斯世界杯的硝烟即使刚
刚散去，也丝毫不会影响国内体育
市场的火热，“老马”的阿里体育拿
下了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未来
七年的独家商务运营公司，另外一
位“马”——马化腾的企鹅体育也
没闲着，招来了前央视名嘴、后在
乐视体育担任要职的刘建宏来负
责企鹅体育的运营，加上手上现有
的一些顶级赛事 IP，企鹅体育也
要在全球大体育圈弄潮。
当然，作为中国体育用品制造
军团的主力，“闽派服饰”也不缺少
动态，有好有坏，坏消息就是登陆
A股的贵人鸟被质疑涉嫌财务舞
弊。日前，其更是把持有的康湃思
体育37%股权、康湃思咨询37%的
股权以共计1.43亿元转让给晋江
国家体育城市股份有限公司。好
消息则是国内体育用品领军品牌
安踏继安踏和安踏儿童之后，再次
发力属于自己的品牌：AntapluS，
从名字即可看出，这个品牌是安踏
的加强版，其首家门店开在长春欧
亚广场。
“去年我们就知道这个消息。”
安踏、特步核心供应商、石狮达狮

雄布行负责人王忠庆介绍，之前都
是 收 购 或 并 购 FILA、KOLON
SPORTS等国际品牌，安踏自己主
线品牌只有安踏和安踏儿童，正是
在FILA成功运营的基础上，安踏
有再推一个稍微高端但有生活化、
时尚化、休闲化的运动品牌，在价
格体系上介于安踏和FILA之间的
想法，像T恤就在200元上下、鞋
子普遍在500元以上、瑜伽服价格
定在300元以上。
相对于之前安踏、FILA、迪桑
特等品牌宣传的高调，AntapluS可
谓相当低调，几乎没有在任何传播
渠道上有消息。据了解，AntapluS
分 为 AKOS（意 为 all kinds of
sports）、SportsLounge两大运动系
列，前者主打专业运动，后者侧重
休闲运动。无论是安踏、FILA还
是AntapluS，对于董事局主席丁世
忠来说，其终极目标就是让消费者
从“买得起”过渡到“想要买”，而
AntapluS主要应对的就是占了社
会零售总量70%的那个20%的中
产消费者，或许很多消费者会选择
UA、lululemon，但对于AntapluS而
言，该品牌就是要在其他体育产品

市场抢一杯羹，虽然只是一种新尝
试，但FILA的成功，让全体安踏人
有足够的信心去把AntapluS推到
更高一个平台。
“有十大品牌在手，安踏又向
千亿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王忠庆
说，除了安踏本品牌之外，安踏的
多品牌矩阵已经有滑雪、综训和跑
步的高性能体育用品迪桑特、运动
时尚服饰FILA、儿童运动时尚服
饰 FILAKIDS、儿 童 时 尚 用 品
KINGKOW、户 外 体 育 用 品 KOLONSPORTS、健步鞋 SPRANDI、
儿童体育用品安踏儿童、功能性休
闲篮球体育用品NBA品牌和新成
员AntapluS，组成了一个“十全十
美”的品牌矩阵，这样的阵容匹配
以及丰富的产品线，就连耐克和
阿迪达斯都难以媲美，“ 再过两
年，FILA的销售额可能就破百亿
了。”王忠庆感觉自己现在已经忙
不过来了，很多体育用品找他们
做开发，但王忠庆坚持只做自己
最熟悉而且配合最久的两个品
牌，安踏和特步，按照 2017年全
年销售额，两家销售额加起来已
经是 200亿，而且按照安踏现行

20%以上的增长速度，王忠庆根
本就无暇顾及其他品牌，“跟着龙
头做，肯定没错”。
从近年来整个体育用品市场
的变化来看，耐克和阿迪达斯在
大中华区的市场份额是此消彼
长，相对于往年，近两年来，彪马
PUMA似乎又重新崛起，加上迪
卡侬在中国销售破百亿元。当
然，还有正在成长的下一个百亿
品牌斯凯奇。中国体育用品品牌
除了安踏，包括特步、乔丹、361°
贵人鸟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增
长速度一直保持在个位数，而且
增速缓慢，唯独安踏近几年来一
直保持着接近或超过20%的增长
速度，如果今年继续保持增长惯
性，安踏集团的全年销售额极有
可能超过 200亿元，牢牢掌握本
土体育用品市场的核心地位，进
而在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的市场占
有率慢慢赶超耐克和阿迪达斯，
耐克去年在大中华区的销售额达
到50亿美元，而阿迪达斯2017年
在大中华区的销售额为 39亿欧
元，安踏与两大巨头的差距渐渐
在缩小。
（记者 杨江）

本报讯 为减少
华 树百年华联
安全生产隐患，保障 华
员工生命安全及公 联
联 创一流品牌
司财产安全，8月 6 之
日，华联公司行政部 之 主办:
联合生产部成立检 窗
窗 华联服装配件企业有限公司
查小组开展安全生
产检查。
此次安全生产检查的主要范围为生产现场禁
烟区、车间用电设备及线路、车间灭火设备设施、宿
舍安全用电。检查组依据车间隐患自查表册深入
每个车间和角落，针对出现的消防安全隐患，要求
生产车间立刻整改，随后进行整改验收。而对于不
能即刻整改的隐患，开具隐患整改通知单，限期整
改，届时复查。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作了详细的总结报告，要
求车间主管做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员工的消
防安全意识，定期对车间进行安全自查，发现隐患
及时整改；要求设备管理部门、电工班及总务科做
好设备（含消防设备）、线路的日常检修和维护保养
工作。
华联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安全生产
检查，不仅排查出安全隐患，降低风险，而且进一步
提高了员工尤其是基层管理员的消防安全意识，为
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记者 蔡怡婷 通讯员 陆娅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