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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9月份，“闽派服饰”在纽

约、伦敦、米兰三大国际时装周上

“刷屏”，安踏旗下儿童以及FILA

分别征战纽约和米兰两大国际时

装周，特步则来到了伦敦国际时

装周。殊不知，中国第一个登陆

纽约国际时装周是中国时尚风向

标的“卡宾先生”杨紫明，2007年，

在品牌成立十周年之际，卡宾

Cabbeen来到了纽约国际时装周，

这一年，也是“闽派服饰”走向四

大国际时装周的元年。

卡宾Cabbeen列十大必看秀

2007年2月3日，杨紫明带着

Cabbeen来到了时尚之都纽约，因

为是首个登陆纽约国际时装周的

中国设计师品牌，必然备受关注，

杨紫明为这次发布准备了40套服

装，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大

胆独特的诠释，引起了国际时装

界和专业媒体人的震惊和赞誉，

卡宾Cabbeen也被媒体称之为

“NEWBLACK”，意思是新的时

代、新的流行。《纽约邮报》在关于

时装周的预览报道中写道，纽约

国际时装周共有130多场秀，其中

有十场是必看的秀，卡宾Cabbeen

男装排在第五位。

利郎首次登上米兰国际时装周

之所以说2007年是“闽派服

饰”登陆四大国际时装周的元年，

是因为除了卡宾Cabbeen之外，利

郎也在“中国意大利年”来到了米

兰国际时装周。时任设计总监、

中国金顶设计师计文波带着利郎

首次登上这个世界时尚的大舞

台。作为中国男装品牌的第一次

亮相，利郎这次发布也吸引了不

少行业大咖，如时任中国服装设

计师协会主席王庆，亚洲时尚联

合会中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服

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苏葆燕出席

发布会。利郎史上最成功代言人

陈道明也在发布会上亮相。

七匹狼四上米兰国际时装周

如果说利郎是代表中国男装

第一次登陆米兰国际时装周，那

么七匹狼是至今为止在米兰国际

时装周亮相次数最多的国内男装

品牌，从2015年到2018年，一共四

次。和利郎在“中国意大利年”的

特殊年份和背景不一样，七匹狼

是获邀参加走秀。虽然2014年中

国男装普遍出现下滑态势，但在

这个时候受邀成为米兰国际时装

周的走秀品牌，无疑给了中国男

装极大信心。

走上国际时装周，中国品牌

最能体现特色的就是中国元素，

七匹狼采用中国传统傣族文化中

的经典元素，以五彩斑斓的风格，

以及孔雀图腾的元素，对七匹狼

固有的狼文化概念进行全新演

绎，向世界呈现一场民族特色与

现代审美相互交融的视觉盛宴。

特步代表中国体育用品首秀伦敦

安踏在纽约，特步则来到了

伦敦。作为中国首个登陆伦敦国

际时装周的运动品牌，特步以最

强势的跑步产品为核心创作的联

名产品亮相，而且很潮。

以此次推出的联名跑鞋为

例，不同于常规跑鞋的设计思路，

特步将HouseofHolland对于色

彩、剪裁的特点，与自家旗下搭载

减震旋、动力巢以及风火鞋款的

专业技术与设计相结合，探索专

业运动属性和时尚潮流结合的最

新可能性。服装方面，在House

ofHolland的多彩设计基础上，兼

具考虑了透气性、3M反光元素等

实用功能的使用。这也符合特步

一直以来，定位潮流运动、时尚运

动之下，但绝不脱离运动本质的

产品风格。

我们相信，随着“闽派服饰”

的业绩越来越好，表现力越来越

强，在行业的统治力越来越硬气，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福建鞋服品牌

登陆国际时装周，为中国时尚和

中国元素正名！

（记者 杨江）

8位“两代表一委员”
受邀参与市场检查

本报讯 今年国庆节前夕，宝盖镇市场监督管

理所邀请我市8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

参与市场检查，并在宝盖镇政府召开座谈会，向“两

代表一委员”汇报了辖区市场监管工作情况。

当天，宝盖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和“两代表一委

员”先后现场检查了中闽好生活超市、欢乐天地游

乐场等重点场所，对果蔬、肉制品、水产品、酒类饮

料等大宗消费产品是否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

价格违法等情形进行重点检查；详细了解了游乐场

所区域分布、游乐设施设置、保护措施、维护记录及

人员看护情况，要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切实做好安

全工作。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陈厚安）

石狮高新区一批项目竣工投产

本报讯 今年国庆节前夕，位

于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飞

通（福建）生产基地举行竣工仪

式，同时落户于该高新区的中石

光芯（石狮）有限公司也迎来了市

四套班子领导的视察。记者了解

到，今年来，石狮高新区已有通达

智能硬件制造项目（三期）、永隆

货架、胜佰龙体育用品、安元光学

科技、鸿彩飞扬数码、恩乐饮料、

申泰锂电池隔膜项目、佰利展示

道具、泽朗反光科技等一批项目

竣工投产。

今年来，石狮高新区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

围绕“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发展

战略，扎实开展各项管理服务工

作，大力推进园区项目建设，全

面提升园区经济发展水平。围

绕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深入调

研，建立健全领导、人员联系企

业制度，由班子成员分别带队，

全体工作人员分成6组，每月深

入企业收集意见建议和困难问

题，对党工委、管委会能协调解

决的马上协调解决，不能解决的

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解决。同

时加强对企业的服务，盯紧节点

目标，倒排建设工期，全力提速

在建项目，推动一批项目尽快建

成投产。截至目前，已有包括通

达智能硬件制造项目（三期）、

永隆货架、胜佰龙体育用品、安

元光学科技、鸿彩飞扬数码、恩

乐饮料、申泰锂电池隔膜项目、

佰利展示道具、泽朗反光科技

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竣工

投产。

这些竣工投产的项目中，飞

通（福建）生产基地位于石狮高

新区电子信息园，占地36亩，建

筑面积4.8万平方米，集海洋通

信导航装备、卫星通信、船舶定

位、应急通信、海洋信息化的研

发、制造、销售、运营服务为一

体，将有力推动民用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产业化应用。恩乐饮

料项目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

于2017年12月开工。该项目采

用德国全智能生产设备，建立以

新鲜水果为主的现代智能环保

生产流水线，产品主要为恩乐芦

荟果粒果汁饮料、磨谷磨谷椰肉

果汁饮料等营养、休闲饮料等。

中石光芯（石狮）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光芯片设计、

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产品

主要应用于高清视频、数据通

信、光纤通道、高功率光通信存

储以及其他光纤信息传输领

域。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黄志刚）

本报讯 10月9日上午，由

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主

办，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承办，石狮市生产力促进中

心、泉州市海洋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协办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技

术及其在水产品检测中的应用

培训在石狮市科技楼举行。来

自我市的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

司、万弘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中益制药有限公司、海星食

品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的相

关负责人及品管、检验员、质检

员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厦门市食品药品

质量检验研究院主任技师骆和

东，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

究院食品微生物科主管技师叶

秀恋，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食品微生物科主管技师

翁琴云，分别就食品微生物的主

要来源、食品微生物检验条件、

培养基的制备及验收、食品微生

物检测的质量控制等内容进行

讲解，并现场为学员答疑解惑。

这当中，叶秀恋重点介绍了食品

（水产品）微生物的检测技术，如

GB/T4789.20-2003《食品卫生

微生物学检验 水产食品检验》、

菌落总数检测、大肠菌群检测、

霉菌和酵母菌检测以及常见致

病菌的检测（沙门氏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大肠

埃希氏菌O157:H7、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等）。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蔡柏林）

PUMA发布全新冲击套装
足球鞋款（RushPack），当中包括
FUTURE和PUMAONE，黑色
搭配“警戒黄”是这次设计的招
牌，接下来它们会在包括格里兹
曼、苏亚雷斯、罗伊斯、阿奎罗等
PUMA多个签约球员脚上出
现。 （纺织科技杂志）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补助资金申报启动了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发展和改革局获悉，根

据《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

组织申报2018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

助资金的通知》精神，即日起，我市启动2018年度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符

合条件的单位请于11月8日前将申报资料（一式3

份）报送至石狮市发展和改革局规划政策与投资

股。

据了解，2018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补助资金补助对象为2018年度在泉州市区行政区

域范围内安装投产（以竣工送电时间为准）并运营

至今的公用、公交专用、环卫（物流、公安巡逻）专用

车辆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补助方式按照补助

标准拨付给符合条件并按程序申报获批的充电设

施建设单位。补助标准参照闽财建指［2019］55号

标准执行，具体为：公用直流桩按421元/千瓦、公用

交流桩按128元/千瓦补助，环卫、物流和公安巡逻

等专用车辆充电桩的补助亦参照公用桩标准执行；

公交专用直流桩按346元/千瓦补助。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泉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泉委办发［2017］7号）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公安局关于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严防财政资

金流入涉黑恶企业和个人的通知》（泉财行［2018］

950）精神，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参与涉

黑企业、非法组织机构的，不列为本次补助对象。

申请补助的充电设施必须保证至少3年的正常

连续使用，如果在3年内不能正常使用的，被补贴方

必须退还财政补贴金额，退还金额计算方式为：正

常使用时间少于1年，退还50%政府补助资金；正常

使用时间1年以上3年以下，退还30%政府补助资

金。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陈华杰）

鸿山热电圆满完成
国庆保电任务

本报讯 国庆节期间，鸿山热电公司积极开展

“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活动。10月8日是该活

动的最后一天，至此，鸿山热电公司圆满完成了国

庆保电和反恐任务。

在“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活动中，该公司及

早部署，全体职工通力协作，国庆期间，没有发生任

何人员、设备、环保和交通安全事故；没有发生任何

安全保卫事件；没有发生由于该企业责任而影响正

常供电供热的事件。机组运行安全稳定，电力热力

生产供应可靠，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

礼，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及社会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

献。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王戬）

本报讯 近期，石狮市统计局联合市住建局开

展全市建筑企业核对工作，以保证建筑企业能精准

统计入库，数据更加全面、真实、有效地反映全市建

筑生产实际情况。

核对工作中，统计部门联合住建部门获取企业

信息，对现有在库的建筑企业名单进行逐一排查，

对有工作量的企业进行重点核查，确保符合国家统

计制度入库条件的有工作量的建筑企业及时入

库。严把企业申报材料关。根据规定逐项审核建

筑业企业申报材料，着重审核企业的资质等级、经

营范围、营业收入等内容指标；对部分材料不符合

要求的建筑企业要求按照标准补全、补齐，确保申

报材料规范齐全。对按企业性质专业归类属性复

杂而在建筑业名单中的企业要认真摸排清楚，按主

营业务占比分类，其主营业务属于建筑业的及时纳

入建筑业名录库中。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记者从泉州海关驻

石狮办事处了解到，在厦门海关

的支持下，自今年7月以来，石狮

市场采购实现“海陆空铁”全方位

立体运输，通关效率大幅优化。

今年7月，首个搭乘中欧班列

的市场采购整柜货物顺利通关运

往波兰，标志着石狮市场采购贸

易试点铁路运输渠道正式启用，

通过中欧班列，市场采购货物辐

射到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今

年8月23日，一票以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申报出口的货物集装箱抵达

厦门高崎机场元翔货站 A区

17-23站台，随后采用空运模式顺

利通关。这是石狮服装城市场采

购贸易试点运行以来，首票采用

空运方式出境的市场采购货物，

市场采购贸易再添航空运输渠

道。

记者了解到，为积极回应市

场需求，支持港口+物流体系建

设，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

效便捷的通关模式，泉州海关、海

沧海关、厦门机场海关等地海关

协作配合，在石湖港支持开通“石

湖港——厦门港”外贸内支线，延

伸利用厦门近百条国际贸易航

线，为市场采购打通便捷的海上

转关通道。与此同时，支持开通

越泰航线、日本航线等新航线，加

密现有航线，助力石湖港加快融

入“丝路海运”。

此外，石狮市启动与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相配套的东南国

际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引进全球

第九大物流企业CEVA、全球第二

大航运公司MSC等6家国际物流

企业，为商户提供“先入仓、再接

单、直发货”的“超速度”发货体

验，帮助外贸企业以更低成本、更

快速度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叶华

丽 连旭 ）

来自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凝心聚力 赶超攻坚

飞通（福建）生产基地举行竣工仪式（颜华杰 摄）

海澜之家旗下品牌
AEX宣布零皮草

不久前，海澜之家旗下男装
品牌AEX2019秋冬新品发布会
在上海华狮广场旗舰店举办。现
场，AEX正式宣布加入国际零皮
草销售厂商计划，从2020年起不
再有任何皮草产品。同时以“无
伤害时尚”为理念推出“人道羊绒
系列”，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可持续时尚。

AEX(AchieveExcellence)是
2017年创立的都市中产阶级专
属的男装品牌。发布会活动现
场，AEX宣布加入国际零皮草销
售厂商计划，同全球1000多家时
尚品牌一起以行动支持道德时
尚，持续参与善待动物、保护环境
的可持续时尚潮流。

（纺织科技杂志）

露露乐蒙加快拓展
欧洲市场的步伐

作为其拓展欧洲市场战略的
一部分，加拿大瑜伽运动服零售
商露露乐蒙（Lululemon）在法国
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新开了一家
品牌门店，并宣布计划将在苏格
兰的格拉斯哥市 Royal Ex-
changeSquare18-20号新开一家
品牌门店。

自品牌创立发展至今，Lu-
lulemon已经成为体育运动服饰
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通过线
上线下联动发展，以及专注海外
市场，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随着
品牌对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海
外市场已经成为Lululemon未来
的发展重心，其中欧洲市场尤为
重要。Lululemon欧洲、中东、非
洲区域总经理GarethPope表示：
“我们在苏黎世和阿姆斯特丹已
经有了一批忠实消费群，现在我
们开始着重开拓英国、德国、法国
市场。” （纺织科技杂志）

PUMA发布全新
冲击套装足球鞋款

我市举办食品（水产品）检测技术培训班
统计部门开展

建筑企业入库核对

卡宾引领“闽派服饰”走向国际时装周

石狮市场采购实现“海陆空铁”全方位立体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