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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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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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来自华联公司校

外教育辅导站100名职工子女欢

聚一堂，共同庆祝华联公司“2019

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的开营

仪式。此次夏令营开营仪式由辅

导站两名老师主持，公司工会主

席谢灵水和校外教育辅导站负责

人吕美丽出席仪式。

开营当天，在教师们的精心

装扮下，整个教室五彩缤纷、梦幻

十足，让参与的小孩们享受其中，

也吸引了很多家长们驻足观看。

活动现场，四位老师带领孩子们

一起玩四人五足跑、接力写字、穿

越呼啦圈、手脚竞赛跑和跳圈接

力等游戏。欢呼声、呐喊声、尖叫

声、掌声连绵不断，此起彼伏。华

联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希

望公司的职工子女能充分利用这

个机会，愉快地享受暑期生活。

“我的两个小孩都是刚从老

家接到厂里来的，因为要工作，白

天也没时间陪着他们。这下好

了，有了厂里的这个夏令营，我

们再也不用担心小孩的学习与

安全问题了。”一位员工告诉记

者，自2009年开始，华联公司已

连续11年坚持开办公益暑期

班。公司不收取职工任何费用，

教师的教学费、教材费、器材费、

场地费、设施费全部由公司承

担。此外，为保证此次夏令营的

顺利举办，华联公司聘请了四名

教师负责两个厂区小孩的暑期

辅导，还特别安排了校外教育辅

导站的负责人吕美丽全权负责夏

令营的日常工作。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陆娅敏）

本报讯 据泉州海关统计，今

年1至6月，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

处共监管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进出

境航班3883架次、旅客49.45万

人次，分别同比大幅增长15.1%、

24.2%。其中，进境1940架次、

24.37万人次，出境1943架次、

25.08万人次。

据了解，随着泉州晋江国际

机场旅客通关环境的不断优化以

及出境游市场的持续火爆，多家

境外航空公司开发泉州航空市

场，今年上半年先后增开柬埔寨

西哈努克、缅甸曼德勒、马来西亚

吉隆坡以及越南芽庄、岘港等东

南亚旅游热门航线，加之此前已

开通运行的泰国曼谷、新加坡、印

尼巴厘岛和菲律宾马尼拉、达沃

航班，泉州空港直达东南亚各国

的境外航线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既满足泉州和周边地市民众出境

探亲访友和旅游出行需要，同时

也极大便利和促进海外侨亲回泉

观光、考察、旅游。随着7至9月

暑运的临近，各航司已计划继续

加密和增开境外航线。其中，柬

埔寨景成航空新增开通金边、暹

粒航班，亚洲航空新增开通泰国

清迈、清莱航班，厦门航空加密高

雄航班等，届时每周进出境航班

将接近180架次，创历史新高。

面对日益快速增长的航班旅

客监管任务，泉州海关一线旅检

关员克服每天上班往返数十公

里、法定假日无休息、与家人聚少

离多等现实困难，确保泉州空港

365天、全天候、无间断正常运

行，同时优化监管岗位配置和人

力资源调整，推进启动进境旅客

通关通道改造工作，在确保有效

监管的同时，努力提升旅客通关

速度及通关体验，积极作为促进

泉州空港口岸实现新的跨越发

展。图为旅客在安检时的情景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王铭磊）

“我要多预订一些草本8号”

“切火产品在我们这里应该很好

卖，我要先打款”“试了一下，感觉

不错，这款产品今年肯定能

爆”……虽然离7月17日—19日

在石狮举行的黎祥食品2019年

“数字营销峰会”还有不到10天，

但黎祥食品今年推出的“国王大

健康”以及“欧洲妈妈”两大系列

产品已经未售先火，无论是跟随

黎祥数十年的“功勋经销商”，还

是半路相随的“新秀”经销商，对

于这两类产品都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以及对未来市场表现出一种强

大的自信，“我也没有想到，大家

对新品牌这么感兴趣，而且是先

打款、先订货。”黎祥食品新任营

销总经理、食品行业资深专家魏

来开心地表示。

在此之前，黎祥的冠军产品

是陈皮梅软糖，凭借这一单款做

到了行业前列。除此之外，黎祥

还有巧克力、膨化食品、薄荷糖

等，但和黎祥陈皮梅的江湖地位

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而且，随着

消费者对于食品健康功能要求的

与日俱增，包括雅客、达利等食品

企业开始陆续推出带有一些功能

性的糖果或食品，让人在感受愉

悦口感的同时，得到健康元素的

保护，“就像加多宝一样。”黎祥食

品董事长助理龚宏渠认为，在互

联网时代，没有所谓的产品区域

局限性，凉茶以前只在广东卖，广

东之外的人根本喝不惯，但加多

宝凉茶就把凉茶这个单一产品从

广东带向全国，“怕上火，喝加多

宝”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

“我们今年‘国王大健康’也推出

了一系列创新产品。”龚宏渠介

绍，包括龙角甘、草本8号（切火）、

蜂蜜雪梨、琵琶正喉，这几个产品

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喉咙很舒服，

“当下的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都

挺大，很容易上火。”“国王大健

康”产品就是帮大家缓解上火的

某些症状。

除了“国王大健康”产品之

外，黎祥食品今年还推出了一个

全新烘焙系列“欧洲妈妈”，“这个

名字让人感觉到亲切、温馨。”魏

来介绍，近年来，烘培产品是食品

行业的一大爆款，无论是线下商

超，还是线上网红，都把烘培食品

当作重点来推，而且整个烘焙产

品市场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双位

数，是“兵家必争之领域”，拥有强

大生产线的黎祥自然不会错过这

样的“抢滩”机会，“欧洲妈妈”旗

下首个膨化产品名叫“爱芝仕”。

据了解，在7月18日“数字峰

会”这一天，黎祥食品还有一个大

动作，那就是和石狮城市IP合作，

打造“狮来运转”系列食品，“‘狮

来运转’这个名字挺好，和‘时来

运转’谐音。”魏来表示，石狮城市

IP特别适合打造逢年过节送礼产

品，希望大家“时来运转”。

当然，作为黎祥的“功勋产

品”，陈皮梅将会继续扮演重要角

色，只不过，传统的陈皮梅软糖将

会增加很多创新元素，“我们会在

陈皮梅中加入一些极致的味道，

来丰富整个陈皮梅软糖的产品

线。”魏来说，创新的产品才会更

加受年轻人青睐，这也是黎祥变

革的重要目的。

“这也是继2018年之后我们

第二次把订货会放在家乡石狮举

行。”龚宏渠表示，作为石狮企业，

希望通过订货会的形式让来自五

湖四海的经销商来石狮多走走，

感受石狮这座城市两年来的大变

化。 （记者 杨江）

本报讯 日前，泉州海事局石狮海事处组织辖

区码头、清污单位开展“船载危货过境突发事故”应

急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靠泊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石湖港区“XXX”轮上的一个集装箱冒烟自

燃，不明气体从箱内不停地冒出，可能造成码头附

近海域污染。现场人员发现异常立即报告，该码头

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应急程序，按各自响应

职责展开应急救援。整场演练应急响应动作流畅，

应急物资配备到位，应急演练顺利完成。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王妙琳 林国新）

本报讯 日前，我省公示2019年度福建省工业

和信息化高成长培育企业名单，全省408家企业拟

成为2019年度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高成长培育企

业，泉州共有82家企业进入公示名单。

根据《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2019年

工业和信息化高成长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要求，

2019年度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高成长培育企业需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和持续较快

发展能力；企业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

以上，比上年增长10%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税收能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其中申报当年主营

业务收入预期增长20%以上；企业有一定的创新投

入；企业具备支撑未来成长和扩张的核心要素，包

括主要产品市场前景较好，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具有研发机构或研发队伍，拥有产

品专利、关键核心技术，已实施或拟实施项目投资、

技术创新、兼并重组、开拓市场等扩张措施，具有

“互联网+制造”“服务+制造”等特征；企业已纳入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联网直报系统，并入驻福

建省工业企业服务云平台，每月按时报送生产经营

情况。 （记者 周进文）

福建省便利店十强发布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等发布

“2018年福建省便利店十强”，见福、百年万嘉、众库

科技、美宜佳、文献、易太、新南丰、百汇万宁、驿佳

购、六意等企业入围。

从“2018年福建省便利店十强”企业的总部所

在地分布来看，福州4家、厦门3家、莆田2家、漳州

1家。福建便利店的企业以区域深耕为主，10家便

利店企业中有70%以深耕当地市场，在当地均拥有

较高的市场份额和领导地位，部分企业则逐步尝试

跨区域发展。特许加盟及直营（合伙人制度）成为

便利店门店扩张的主要方式，2018年全省便利店十

强中新增门店的加盟店占比约二分之一。 （流星）

石狮加速动能转换 技改投资高速增长
今年1~5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长76.4%，其中技改投资增长56.2%

本报讯“我们公司先后投入
近3000万元，引进两条智能化纸

板生产线，形成了高技术、高品

质、高附加值、环保纸板生产能

力。”日前，记者走进2019年省重

点技改项目、石狮市百隆包装有

限公司年产1亿平方米纸板技改

项目看到，该项目已全线投产，工

人正在智能生产线上作业。

记者从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

科技局获悉，今年1~5月，全市工

业投资增长76.4%，其中技改投资

增长56.2%。石狮市百隆包装有

限公司年产1亿平方米纸板技改

项目的快速投产，是石狮市认真

贯彻落实泉州市委“作答时代命

题、聚力赶超攻坚”部署要求，始

终坚持把发展实业作为工作主

线，大力实施“实业项目赶超年”

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我市企业持续实施

技术改造专项行动，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创新发

展，共有19个技改项目列入福建

省和泉州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其

中，通达电器、新华宝纺织科技等

企业的 9个项目上榜，总投资

10.29亿元。石狮市信和针织服装

有限公司的10个项目列入泉州市

级重点技改项目，总投资2.21亿

元。

据了解，我市列入2019年省

重点技改项目（第一批）的9个项

目分别为：石狮市通达电机有限

公司空调风扇BMC永磁无刷直流

电机生产线技改项目、石狮市群

利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00万

部手机壳加工中心、福建省石狮

市通达电器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

件电子电器精密金属结构件智能

制造项目、福建省石狮市通达电

器有限公司智能电子产品精密结

构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石狮市新

华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印染改扩

建项目、石狮豪宝染织有限公司

印染改扩建项目、石狮市万峰盛

漂染织造有限公司针织染整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福建省炎英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功能性共挤薄膜

生产项目、石狮市百隆包装有限

公司年产1亿平方米纸板技改项

目。

这当中，石狮市通达电机有

限公司空调风扇BMC永磁无刷直

流电机生产线技改项目计划今年

四季度完成内绕机、测试机等设

备购置及安装；福建省石狮市通

达电器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件电

子电器精密金属结构件智能制造

项目计划今年四季度项目产业化

生产；福建省石狮市通达电器有

限公司智能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

生产线技改项目计划今年三四季

度完成产业化生产；石狮市新华

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印染改扩建

项目计划今年二季度完成设备安

装和调试、四季度试产；石狮豪宝

染织有限公司印染改扩建项目计

划今年三季度完成设备安装；石

狮市万峰盛漂染织造有限公司针

织染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计划

今年四季度设备安装到位投产；

福建省炎英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功

能性共挤薄膜生产项目计划今年

第三四季度完成设备部分投入生

产。

除上述9个省级重点技改项

目，我市另有10个项目列入泉州

市级重点技改项目，总投资12.5

亿元。如：石狮市信和针织服装

有限公司年产10万件针织毛衣技

术改造项目计划今年四季度试

产；石狮市锦祥漂染有限公司织

物面料染整生产线技术改造计划

今年第四季度全部设备安装调试

到位并投入生产；石狮市凌峰漂

染织造有限公司染整生产线技术

改造计划今年二季度生产设备全

部安装调试到位；福建泓一实业

有限公司涂层蛋糕及派类糕点生

产线扩建技改项目计划今年四季

度正式投产；石狮市新狮印染织

造有限公司新增气流染色机及建

设配套污水处理系统技改项目计

划今年四季度实现规模量产；石

狮伊妮斯服饰有限公司纺织布料

生产制造技改项目计划今年四季

度投产；石狮市益明染织有限公

司染整生产线技改项目计划今年

三四季度安装调试投产。

（记者 周进文）

市直经济系统党委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98周

年，同时也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追寻党的光辉

历史，增强全体党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7月11日下午，石狮市市直经济

系统党委组织各支部70多位党员前往位于永春县

的泉州市党内政治生活体验馆开展“悟初心、守初

心、践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同志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通过边听讲解

边观看图片、场景、视频影像资料等，亲身感受党内

政治生活的历史脉动，理解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

具体要求。“这是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更是一次洗礼

心灵的教育活动！”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思想理论上作表率，在始终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以饱满的热情，十

足的干劲，不忘初心担使命，奋发有为勇担当，全力

助推“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发展战略。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黄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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