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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16企业入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服务企业发展
助推实业强市

主办 石狮市经济局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科学技
术厅、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福建省财政厅公布福建省
2018年第一批463家企业拟入库
备案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我市星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等16
家企业榜上有名。

石狮市拟入库备案的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名单分别有：石狮市
星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石狮市
新华塑料机械有限公司、石狮市
青灿兴五金工艺品有限公司、石
狮市福旺达五金有限公司、石狮
市伟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石狮
市佳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石狮
市闽士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石
狮市巨灵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石
狮市宝翔针织机械有限公司、石
狮市鹏工汽车教学设备有限公
司、福建省凯仕达运动服饰有限
公司、福建省东方水泥制品有限

公司、福建省石狮市中兴科技有
限公司、福建省锋源盛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石狮市展耀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和石狮市华宝海洋生物
化工有限公司。
根据我省出台的《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扶持办法》和《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备案实施细则（试行）》
规定，由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
财政厅三部门联合建立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库，设立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资金，给予入
库备案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的奖补。纳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库的企业，适用该《办法》，通
过备案的，颁发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其资格自发文确认之日
起有效，每 3年重新备案。企业
入库当年，根据企业拥有知识产
权、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
售总额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
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
例和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等情况分
档予以奖励，最低 20万元，最高
不超过200万元。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中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当年每家给予补助20
万元。

近年来，我市围绕“创新转
型、实业强市”战略部署，全力支
持企业实施科技含量高、竞争力
强、环境污染少的项目，推动工
业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与
培养，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构
建创新企业群体，推动企业创新
转型，为石狮的工业转型升级、
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
智力支撑。
（记者 兰良增）

石狮13企业入围泉州中小企业成长项目库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经济
局获悉，根据《泉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申
报2018年中小企业成长专项资金
的通知》，经初审后，我市福建龙
翌合金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列入
泉州市中小企业成长专项项目
库。9月12日至19日期间，列入
项目库的企业可登录福建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门户网站进行网
上申报。
2018年市级中小企业成长专
项项目库名单中，入围技术改造

项目的石狮企业有11家，分别为：
福建龙翌合金有限公司、石狮市
鑫元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石狮
佳南热熔胶有限公司、石狮市信
和针织服装有限公司、石狮市祺
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恒春
织造有限公司、石狮市金得盛漂
染织造有限公司、石狮市星港塑
胶包装有限公司、石狮新远辉化
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石
狮市通达电子有限公司、石狮市
炜兴织造服饰有限公司；入围专
利产品产业化项目1家，为福建清

源科技有限公司；入围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1家，为中
纺协检验（泉州）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据了解，在资金补助上，技术
改造项目最高可获补助20万元，
扶持标准以企业自有资金为主投
资的技术改造项目，一般采用无
偿补助方式，对企业在项目实施
期限内购买生产性设备和先进技
术，按不超过投资额（扣除增值
税，下同）的10%比例给予补助；
以银行贷款为主投资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般采用贷款贴息方式，对
企业在项目实施期限内银行固定
资产贷款实际发生额（以购买生
产性设备和技术的投资额为上
限），按当期银行中长期贷款基准
利率，给予最高不超过2年的全额
贴息；以融资租赁形式购入生产
设备的技术改造项目，一般采用
设备融资租赁补助方式，以企业
在技术改造项目实施期限内与融
资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
为依据，按不高于合同中设备投
资额（扣除增值税、融资租赁费

用）的10%给予补助。
专利产品产业化项目以无偿
补助方式，对企业申报期内实现
产业化的发明专利给予每个发明
专利补助不超过5万元，每个项目
补助不超过20万元。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以业务奖励
形式，综合考虑其服务中小企业
数量、收费标准，客户满意度几方
面因素，按照不超过上年度实际
服务支出的15%比例给予奖励；
每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郑艺红）

产业扫描
我国将推进
化纤行业
“绿色纤维”
认证

记者从 2018世界纤维新材
料大会暨第24届中国国际化纤
会议上获悉，我国将推动化纤行
业清洁生产审核和“绿色纤维”
认证，形成化纤行业绿色制造体
系。
化纤是工业生产和社会生
活最为重要的材料之一。化纤
产业的“绿色程度”也折射着一
国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的能力
与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和消费国，巨
大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呼唤
更加清洁、环保的制造方式。工
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在会上说，
工信部将推动化纤行业清洁生
产审核，推进“绿色纤维”认证，
形成化纤行业绿色制造体系。
（新华网）

巴基斯坦
对美棉进口飙升 115%

根据巴基斯坦作物报告
（CRS）显示，2018/19年度，巴基
斯坦棉花种植面积同比增长4%
至270万公顷。过去几年以来，
随着巴基斯坦纺织业的逐步发
展，巴基斯坦棉花消费量也在增
加。同时，受欧盟对巴基斯坦普
惠制加政策的推动，棉花消费量
继续大幅增长。
为弥补供需差距及提高纺
织品质量，巴基斯坦将继续从美
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优质棉花。
截至2018年6月，巴基斯坦对美
国棉花的进口量同比飙升115%，
进口金额达到创纪录的 5亿美
元，对美棉进口大幅飙升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巴基斯坦限制进口
印度棉所致。 （中国棉花网）

本报讯 9月12日上午，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单位清查业务培训会，各镇（街道）普查指
导员、普查员，各村（社区）普查指导员、普查员，市
经普办全体人员共400多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布置了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对经济普
查单位清查业务及PAD软件进行了培训。培训会
对出发前准备，采集建筑物相关信息、定位，以及入
户调查时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发放告知书，亲切交
谈，要求配合清查，判断法人产业还是个体户等进
行了模拟培训；对哪些对象要查，如何判断单位类
型，如何消除受访人疑惑，哪些内容可参考等，进行
了分析。同时，依照入户填表进行逐项培训。
据介绍，单位清查入户清查法人单位、产业活
动单位和第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清查资料
绝不作为征收税费或行政处罚的依据。
（记者 杨朝楼）

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申报开始
本报讯 根据《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组织推荐2018年度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的通知》精神，即日起，我市启动2018年度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技能大
师工作请于9月20日前将所有报送材料刻录成光
盘，报送至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
股，逾期申报无效。
据了解，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者应在我省
某一行业（领域）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
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丰
富，在职在岗，能够承担工作室日常工作。同时具
备以下条件之一：具有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
级）职业资格；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
福建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的高技能人才；入选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福建省技能大师；在
我省或本地区特色产业中，具有高超技能水平，行
业内认可，在全省或本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技能领军
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近5年来在国家级职业技能竞
赛中获二等奖以上人员或所带学生在国家级职业
技能竞赛中获一等奖以上的技工院校（含职业院
校）实习指导教师领办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同等情
况下可优先支持；2014年前已建设的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管理规范、培训能力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成
效显著的可再次申报。已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不再申报。每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补助经费
10万元，补助经费用于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
等技能传承提升活动。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蔡金满）

鸿山热电公司
连续安全生产 2800 天
本报讯 截至9月10日，福能鸿山热电公司达
到第28个安全生产百日，实现2018年内第3个安全
生产百日零事故，持续刷新该公司连续安全生产纪
录，为顺利完成全年安全生产目标、坚定全员信心
再次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这百日内，该公司不断深化基础管理、强化
安全盯守执行落实，确保公司持续依法合规生产经
营；紧紧围绕“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主题，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开展形式多样安
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完成了半年安全标准化绩效评
定、工作场所年度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等工作。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戴涛）

家纺行业
上半年业绩整体向好

近日，多家上市家纺企业公
布了2018年上半年财报，除孚日
股份外，罗莱生活、水星家纺、富
安娜、梦洁家纺、多喜爱五家家
纺企业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
呈现双增长，整体业绩呈现向好
趋势。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需求
的转变，家纺行业也不断在探索
新的发展思路，通过实行“大家
居战略”、收购海外品牌、建立新
零售场景等措施实现自身的突
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
长杨兆华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家纺行业自2017年开
始回暖，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
看，家纺企业实现了稳定增长。
（中国商报）

我市开展第四次
经普单位清查业务培训

大德康元产品
远销海内外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具有高技术含量、高发展层次、高管理水平等特
点。近年来，生物医药产业正在逐渐形成，有效助推了区域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大德康元（福建）
药业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创新资源和持续推进科学管理，企业规模和实业不断增强，丰富的产品远
销海内外。
（记者 李荣鑫）

华联公司2017年度“十佳女职工”报道
陈金秀：
一天数样包 600 种

三尺样包台、两
杆天平秤、
一台封口
尝试单品牌多系列运作 卡宾线上线下双出击 机，
简单的工具成就
了一位出色的数样
在很多80、90甚至00的记忆 袂，都彰显了“FILA系”决心走潮 地的高管一起艰难地走完天气 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学生聚在 包员——陈金秀，因
当中，卡宾Cabbeen都是以“潮”立 路的态度。
最热的、为期达四天、公里数超 一起，讨论分析。所以，世界上 其突出的表现荣获
品牌，一开始就是 Cabbeen本品
作为中国时尚界的风向标、 过120的号称“戈壁最难路程”的 最可怕的事情是乐趣，为了它人 华联公司 2017年度
牌，后来延伸到 Lifestyle、Urban、 中国设计师最擅长跨界的卡宾 杨紫明回家休养没几天，就马不 们可以激发出无限潜力。日常 “十佳女职工”称号。
数样包是个极
Chic三个系列，作为已经有20年 Cabbeen，自然不会错过“潮时代”， 停蹄地赶到日本，参加北海道马 工作中，每一天都在向外掏，掏
历史的“老品牌”，如今的Cabbeen 除了原有品牌和系列之外，日前 拉松，“ 已经很久没有跑马拉松 精力掏智慧掏经验，如果不及时 其重要的岗位，要求
在 三 个 系 列 的 基 础 上 推 出 了 卡宾Cabbeen又在品牌云集的杭 了。”这两年，除了事业之外，杨 补充，总有一天会被掏空，然后 工作人员精益求精，
2AM、Cabbeen HOME、Cabbeen 州大悦城开出“新物种”Cabbeen 紫明的锻炼方式暂时变成了拳 被时代抛弃。定时充电，才可以 容不得一点马虎大
女装、Cabbeenlove（童装）以及最 lab，这也是全国首家门店。顾名 击、健身以及唱歌，无论对于哪 保持电量十足。“ 不说了，先绕查 意。这样一个大压
力的岗位，陈金秀一 华
近新出的Cabbeenlab体验店，形 思义，lab就是实验室的意思，也是 个领域，他都有着自己的理解， 尔斯河跑三圈”。
华 树百年华联
成了集男女装、童装、时尚家居产 “金顶奖设计师”“卡宾先生”杨紫 比如说马拉松，“ 人生就像是一
还在美国读书的杨紫明日前 干就是 3年，而且一 联
联 创一流品牌
品于一身的“综合体”。
明以及其设计师团队对于时尚生 场马拉松，人们听着号令一起出 又转发了一条微信，得到了很多 天最多能数出样包 之
9月10日，已经试运营一年的 活的理解和态度的诠释，云集了 发。渐渐，有的人被你远远落 朋友的点赞，他成为留守儿童项 600种，“ 能数 600种 之 主办:
Cabbeen女装在京东商城开出了 时尚生活的各类产品，刚开业就 下，有的人让你望尘莫及。你的 目——彩虹之家的形象大使，助 也不算太多，比我厉 窗
第一家官方旗舰店，三天活动引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关注，在 身边始终有很多同行人，你们互 力留守儿童，“小时候的经历一直 害的样包员比比皆 窗 华联服装配件企业有限公司
爆眼球，吸引了不少女性消费者， Cabbeenlab，基本上看到太过明 相竞争或者协作鼓励……赛道 鼓励和支持着我。”杨紫明说，其 是，至于技巧嘛，可能是时间的打磨和经验的积累
“我们和传统女装有很大区别。” 显的Cabbeen标识或是产品特征， 总是很热闹，但赛跑是最孤独的 父亲是一位革命军人，小时候自 吧。”陈金秀告诉记者，由于对产品和货号熟记于
卡宾服饰品牌总监许少华表示， 更像是一个时尚潮品牌的集成 运动。每个人都生来孤独，所以 己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出去卖冰棍 心，去检验区拿产品时，她根本不用拿取产品里的
无论是女装还是童装，Cabbeen都 店。
我们一直都渴望同类……”这是 贴补家用，每天跑累了回家，妈妈 标识卡，便可直接准确地知道产品相对应的货号。
“有时候客户会对包装的数量有新的要求，我
会坚守自己原有“潮”的调性，尤
“‘卡宾先生’杨紫明对于卡 两年来杨紫明第一次谈及自己 都会心疼地给他擦汗，尽管那时
其近年来，潮牌已经成为中国服 宾Cabbeen的烙印很深。”许少华 对马拉松的感受。
候很穷，但妈妈给予的爱是杨紫 就按照生产科开的生产指令单在头一天晚上统计
装市场新崛起的代表力量，以“闽 认为，20年的卡宾一直坚守在引
本月初，结束日本马拉松之 明童年最大的财富，“我衷心希望 好，挂在样包台，这样就方便我数样包时直接查看，
派服饰”的代表安踏来说，旗下 领时尚风潮领域，而且获得了很 旅的杨紫明马上飞到美国纽约， 每个孩子的童年在爱的陪伴下， 既不会出错，也节省了不少查指令单的时间。”陈金
秀给记者演示了一遍自己工作的流程，只见她眼疾
FILA这几年成为安踏的增长主线 多时尚行业以及跨行业的第一， 准备进行又一轮的哈佛大学商 都能更有温度”。
和其风潮路线是息息相关的，无 这与杨紫明的个人魅力和创造力 学院之旅，“ 和广大学生一样，9
结束了？还没有，本月石狮 手快地数着倒出来的产品，再迅速地放置在天平的
论是和TFBOYS王源的跨界产品 是息息相关的，尤其这两年卡宾 月份也是我的开学季。”杨紫明 建市30周年，杨紫明要牵头筹备 一端托盘中。为了确保准确性，她又继续数着天平
被线下秒杀，还是祭出FILAFU- 的业绩蒸蒸日上，逆势突围。
说，每年他都会来到波士顿哈佛 一些活动项目。同时，还要为下 另一端托盘的数量，当看到指针指向正中间时才满
SION副线品牌与日系潮牌Aape、
看看“卡宾先生”的状态。
商学院进修，当学习变成一种乐 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 意地将数好的产品放在样包袋，然后用封口机快速
封口，整个数样包过程一气呵成。
到韩国“时尚解毒剂”D-ANTI从 8月中旬到现在，杨紫明 趣，学习就成为一种随时随地的 周卡宾大秀做准备。
（记者 蔡怡婷 通讯员 陆娅敏）
DOTE及纽约街头品牌 Staple联 都很忙。和 60多位来自全国各 行为。在哈佛，随处都可以看见
（记者 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