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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百年华联
创一流品牌

华联服装配件企业有限公司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华
联
之
窗 主办:

本报讯 为表达

对老员工的感谢，近

日，华联公司召开

2018年度老员工纪

念品颁发会，为40名

符合工龄满15周年

的男职工、工龄满8

周年的非生产线女

职工和工龄满6周年的生产线女职工，每人发放一

条18克重的金项链作为纪念。

会上，华联公司总经理黄渊涯代表公司对获得

金项链的40名老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对老员工默

默耕耘、坚守本职、忠诚奉献、齐心协力创造华联的

稳定业绩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希望老员工能一如既

往地扎根华联，为华联创造新辉煌再作新贡献。

“我是2003年进入华联公司的，一晃就是15

年。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华联的发展壮大，我的生

活也越来越好，非常感谢公司对我们这些老员工的

认可，希望我们的华联越来越好！”领到金项链的一

名男职工告诉记者。据了解，早在2004年，华联公

司就面向全体员工设立了这项福利，以此来表彰他

们在华联的辛勤劳作与付出。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陆娅敏）

石狮市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经济普查促进发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宣

去年我市675家个体户转制升级成企业
本报讯“个体户和企业虽然

都是经商做生意，但在洽谈业务

过程中，企业就是有分量！”不久

前，在石狮从事食品批发生意十

几年的王先生，将个体工商户升

级成企业后，就顺利拿到了一家

知名企业的区域代理权，“如果是

以个体户的身份去洽谈，估计进

门的机会都没有。”记者从石狮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2018年以

来，全市共675家个体工商户转制

升级为企业，王先生就是其中的

一家。

王先生来自龙岩市，2000年，

怀揣2200元的他带着妻儿来到石

狮闯事业，“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做

过小食品生意，到石狮后算是重

操旧业。”王先生告诉记者，刚开

始他和妻子从“推三轮车”开始创

业，三年后有了固定的客户便注

册了一家个体工商户，“这些年来

虽然生意做得还比较顺利，但始

终都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更

别说扩大经营规模了。”

“由于是个体工商户的身

份，这几年错过了好几次区域代

理权的机会。”王先生说，去年年

底，他和爱人商量后，决定将个

体工商户升级为企业。这不，刚

拿到企业营业执照没多久，就顺

利地拿下了一家知名食品企业

的区域代理权。对于转型后的

企业前途，王先生信心满满，“经

营企业虽然有压力，但只要好好

干，肯定比个体工商户更有前

途！”

无独有偶。在石狮从事汽

车美容保养生意的徐先生对“个

转企”也是深有同感。五年前，

他在石狮注册了一家汽车美容

维修店，属于个体工商户的身

份，平时陆陆续续的也有不少客

户来光顾，但基本都是零散型

的。2017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

一家物流公司，本想承接该公司

的车辆保养业务，无奈受限于个

体户的身份被拒之门外，“由于

是个体户，人家对你第一印象就

是实力差、规模小、技术不可

靠。”徐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将个

体工商户转制升级成企业后，现

在他已同1家物流公司、3家服

装企业签订了汽车定点维修合

同。2019年，他还准备把经营面

积再扩大，以迎接新的业务到

来。

个体工商户的转制升级，是

个体经营者发展壮大后提升业

态、增强竞争力的需求。2018年，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关

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

业的若干措施》，分别从便捷准入

服务、实现财税优惠、提供财政支

持、加强金融扶持等方面支持个

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如个体转制

为企业，可以享受保留原个体工

商户的字号及行业特点、许可文

件延续使用、简化住所（经营场

所）登记、延续认可转型前获得荣

誉信息等便捷的准入服务。

据了解，为支持有意向的个

体工商户口转制升级成企业，提

升其市场竞争力，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积极鼓励、帮扶个体

工商户转企的同时，还专门开设

“个转企”专窗，提供“绿色通道”

服务；对于石狮服装城等集中区

域批量增加的“个转企”业务，提

前派出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办公，

为企业提供现场咨询。2018年，

全市共有675家个体工商户转制

升级为企业。截至目前，我市共

有1027户个体工商户转制升级为

企业。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谢玲锦）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深化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贯彻落实《电

子商务法》有关规定，规范电子商

务行为，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

发展，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

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

见》和《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做好电子商

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

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成为企

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应当依照现行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相关规定向各地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

根据上级通知要求，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但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

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

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

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

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

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电子商务

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

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

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属

于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

接标识。

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

个体工商户的，可以使用实体经

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办理登

记，也可以使用网络经营场所办

理登记；既从事线上经营活动，

又从事线下经营活动的，应以其

实体经营场所作为其登记的“经

营场所”，暂不以实体和网络经

营场所同时作为其“经营场所”

登记。

以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

场所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应

在电子商务平台开设属于其自

己的网络经营场所或网店后，申

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

者应提交电子商务平台出具的

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身份证

住址在我市的经营者，可以向辖

区市场监管所申请办理营业执

照。若经营者经常居住地在我

市的还应提交其居住证等证明

文件。

对于个体工商户申请将已登

记的实体经营场所变更为网络经

营场所，或将已登记的网络经营

场所变更为实体经营场所的，如

其现有登记机关和按照变更后经

营场所依据的登记管辖原则确定

的登记机关为同一登记机关的，

可以办理相关变更登记；若不同

的，则应按照变更后经营场所依

据的登记管辖规定，申请个体工

商户登记。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玲锦）

海事部门
开展年度安全宣贯会

本报讯 为做好石狮辖区海上交通安全保障工

作，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泉州海

事局石狮海事处组织召开2019年度防范寒潮大风

工作宣贯会暨安全管理座谈会。

本次会议，首先进行了2018-2019年度防范寒

潮大风工作的宣贯；组织学习了《船舶能耗数据收

集管理办法》《泉州市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

监管联单制度的通知等》和《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

于做好海事危防信息系统运行工作的通知》等新规

定；开展了航运公司安全管理座谈会，邀请航运公

司海务主管进行经验交流，共同探讨航运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部署了2019年度防范寒

潮大风工作，要求相关企业进行自查，做好船员登

轮前培训。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王妙琳 林国新）

经济普查之你问我答
问：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入户登记
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2019年 1
月至4月为入户登记

时间。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普查登

记时，时点指标填写2018年12月31日数据，时期指

标填写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数据。

问：此次经济普查的普查对象和普查内容有哪
些呢？

答：这次入户普查的对象主要为从事二、三产
业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及有关个体经营

户。经济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

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等。

问：普查对象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如何配合经济
普查工作？

答：普查对象的工作人员要积极配合普查机构
的工作，应当如实、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

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并按照经济普

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的要求，及时提供与经济普

查有关的资料。

经济普查，利国利民。希望普查对象及市民朋

友予以支持和配合。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陈晓兰 整理）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

部门获悉，泉州市人力资源和保

障局、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泉州市商务局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企业

用工保障的通知》，就企业积极采

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给予奖补事

项进行了明确。

其中，经当地经信部门认定，

对积极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

（减员率不高于2018年末当地城

镇登记失业率）、2019年春节当月

保持连续生产的重点企业（2019

年2月份工业用电不低于2019年

1月份8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按在岗企业职工数300元/人

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稳定就业奖

补，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

元。奖补资金申领程序为：企业

按隶属关系，于2019年4月底前

经所在地经济部门审核认定后，

送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认，由

财政局将奖补资金拨付同经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再由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给企

业。

经当地商务部门认定，受市

场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积极采

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减员率不

高于2018年末当地城镇登记失业

率）、2019年3~5月期间保持连续

生产的，按在岗企业职工数5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稳定就业

奖补，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

元。奖补资金申领程序为：企业

按隶属关系，于2019年7月底前经

所在地商务部门审核认定后，报

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认，由财

政局将奖补资金拨付同级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再由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给企业。

对为我市企业引进劳动力的

各类社会机构、个人给予每引进1

人200元的奖励，其中对所引进劳

动力已取得大中专院校、职校、技

校学历证书的，给予每引进1人

400元的奖励。享受奖励必须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引进的劳动力

必须户籍地在泉州市以外、在法

定就业年龄内的人员；引进的劳

动力在泉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

就业满1个月以上（包括试用期），

并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的劳动合

同；必须是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保

障2019年“两节”期间生产稳定运

行有关措施的通知》下以以后新

引进的人员。申领奖励资金程序

为：按照引进劳动力接收企业隶

属关系，由接收企业向所在地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初审报同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由财政

局将奖励资金拨付同级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再由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奖励对

象。 （记者 周进文）

本报讯 日前，安通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泉州安盛拟不超4.05亿元，收购广西长荣海

运有限公司100%股权。

据了解，广西长荣海运是北部湾地区从事水路

集装箱运输的龙头企业之一，拥有13艘集装箱船及

多用途船等船舶，实际控制运力达12万吨。截至

2017年末，广西长荣的净资产为3.77亿元。

成立于2002年的安盛控股，是由郭东圣两兄弟

创办的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基础上发展壮大的，

2016年借壳上市。在最新出炉的《2018闽商全国百

强榜》上，安通控股排名第36位。同时，由上海航运

交易所发布的2018年中国航运企业集装箱船队运

力TOP10排行榜上，安通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泉州安

盛船务有限公司排名第4。

目前，安通控股海外业务主要集中在印尼、曼

谷、胡志明、马尼拉等东南亚地区和俄罗斯。2018

年6月，安通控股相关人士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安通控股计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

开通多条国际物流业务线，并搭建一条“贯通东南

亚、连接中亚、辐射至欧洲”的“海丝”+“陆丝”物流

运输大动脉。

“交易如顺利完成，广西长荣将作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预计未来可以

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营业收入及利润贡献。”安通控

股表示，此次收购是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仪、中

国-东盟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发展战略，基于进一

步优化公司主营业务的运力配置，增强公司在广西

北部湾的运力规模。 （记者 杨朝楼）

欧盟对额外33种用于
纺服的化学品允以设限

欧盟（EU）的健康监管机构
已经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额外
33种用于服装、鞋类和其他纺织
品的化学品，他们认为这些化学
品对人体健康有害。
“这些新规定限制了在服装

和纺织品中使用CMR物质的最
高浓度，并禁止超标的产品进入
欧盟市场，无论其生产来源为
何”。欧盟表示，这些化学品属于
致癌、导致突变或生殖毒性的类
别，包括甲醛、重金属和苯在内的
物质可能被使用于赋予衣服的特
定功能，例如防缩或织物抗皱性，
也可能来自生产过程中的污染
物。新规则将纳入2007年就生
效的REACH法规，他们将在欧
盟官方公报发布后24个月内生
效。 （亚纺）

H&M2030年
将100%使用再生材料

1月8日，全球非盈利性组织
纺织品交易所发布了年度优选纤
维材料市场报告。报告显示，H
＆M集团是目前全球可持续棉
花和人造纤维材料的最大使用
商。这意味着，H&M集团正不
断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根据H＆M方面透露，H＆
M集团的目标是到2030年100%
使用再生或其他可持续来源。在
这一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到
2020年，集团所有采用的棉花均
来自可持续的来源。

（北京商报）

阿克苏标信纤维
筒子纱染色成功

日前，随着第一笼大红色筒
子纱出笼，位于阿克苏纺织工业
城（开发区）的阿克苏标信纤维有
限公司筒子纱染色成功。

据了解，阿克苏标信纤维有
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正式
挂牌成立，是阿克苏首家以纤维
染色为主的企业。阿克苏标信纤
维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定流说：“筒
子纱染色属于绿色染色，在节能
减排方面，比原散纤维染色用水
节约30%。且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从进笼到出笼，1个工作人员
可负责8个染缸，和散纤维染色
相比可节约一半以上的人力物
力。” （阿克苏日报）

Gerber推出”微型工厂”
美国成衣技术产品供应商格

柏科技（GerberTechnology）推出
一个旨在协助制造商能够在不断
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和期望的环境
中加速按需生产的“微型工厂”。

Gerber声称，该平台可“消除
高成本库存并重新定义即时制
造”，这意味着生产可随着需求的
波动而调整，允许以更高效率的
方式来生产产品，并以原来的零
售价出售。Gerber高级副总裁兼
总经理KarstenNewbury表示：
“我们的生态系统、员工的专业以
及我们技术取得了最新进展，实
现因需求产生的微型工厂有无数
好处”。 （亚洲纺织联盟）

华联为40名老员工
每人发放一条金项链

安通控股
拟收购广西长荣海运

企业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 最高奖补30万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国家统计局1月10日发布

数据，2018年12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9%，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

分点；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

2018年12月份，构成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

七涨一降。12月份，食品烟酒

价格同比上涨2.4%，影响CPI上

涨约0.72个百分点。其中，鲜果

价格同比上涨9.4%，禽肉类价

格上涨 5.4%，鲜菜价格上涨

4.2%，畜肉类价格上涨0.8%，鸡

蛋价格下降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

一降。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

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2.5%、2.3%和2.2%，其他用品和

服务、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

格分别上涨1.6%、1.5%和1.4%；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0.7%。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2018年1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9%；全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

上涨3.5%。

（新华）

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