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狮校园服饰
专业市场商铺

集中装修
本报讯 即将于本月底开业

融市的国内首座“校园服饰专业

市场”——石狮国际轻纺城校园

服饰专业市场招商工作基本结

束，现已进入商铺集中装修阶

段。记者12月2日在石狮校园

服饰专业市场看到，该市场一楼

70%商户正在组织专业装修人员

对商铺紧张装修施工，二楼的商

户也正在做好店铺装修动工准

备。

石狮全力打造全国首个校

园服饰专业市场，为整个校服行

业和市场发展注入了活力，石狮

校园服饰专业市场由此受到国

内行业企业的高度关注。除了

石狮及周边地区校服企业抢驻

石狮校园服饰专业市场外，山西

省学生装专业委员会、织里校服

协会、辽宁省教育装备行业协

会、深圳市校服行业协会等纷纷

组团前来石狮考察校服专业市

场并洽谈合作，组织当地优质校

服企业入驻石狮校服专业市场；

织里校服协会一口气拿下石狮

国际轻纺城A区一楼通道左侧

12间连排店铺，将集中展示近40

家知名校服企业品牌产品；山西

省学生装专业委员会则在一楼

通道右侧、织里校服商铺正对面

设立“山西省学生装专业委员会

研发中心、采购中心”。据石狮

国际轻纺城校园服饰专业市场

招商人员介绍，该市场首期招商

入驻工作成效喜人，市场一、二

层商铺被150多家知名校服企业

一抢而空。目前，大部分商户正

在全力做好店铺装修或开业前

期准备工作。

如今，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

已渗透到各细分领域，校服板块

作为纺织服装产业中的重要一

环，是一块潜在的“大蛋糕”，正

越来越受市场青睐。近年来，石

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童装以

及校服产业市场的发展，多次调

研石狮童装以及校服产业市场，

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规划了校

园服饰专业市场，致力于汇聚国

内分散的校服产业资源，打造

产、展、销为一体的全新的校服

市场，构建起专业的校服产业基

地与交流展示平台。此外，石狮

市还出台了《石狮市校服订制生

产服务企业订制生产实施细

则》，助力石狮童装企业的转型

和壮大石狮的校园产业。

（记者 兰良增 郭雅霞 通

讯员 王晓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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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双11”，天猫、京东、

唯品会、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不

出意料地刷新各自的历史数据，

销售额破亿的品牌鞋服企业数

量骤升，过10亿的鞋服品牌也有

多家，除了传统电商销售方式之

外，这两年“网红+直播”在“双

11”中表现抢眼，尤其是淘宝直

播两大主力李佳琦和薇娅，两人

引导“双11”销售额各超10亿元，

加上其他网红主播，给电商销售

增量不少。阿里巴巴公布的

2020财年Q2财报显示，目前已

经有50%的天猫商家通过淘宝

直播卖货。“双11”全天，淘宝直

播带动成交近200亿元。其中，

亿元直播间超过10个，千万元直

播间超过100个。“双11”启动仅

63分钟，淘宝直播带动的成交额

就超过去年“双11”全天，开播商

家数和开播场次同比均翻番，这

样的“爆发力”也吸引了石狮品牌

企业的关注。日前，包括木林森、

黎祥等石狮知名品牌的主要负责

人纷纷走进石狮千玺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了解其“网红+直播”式电

商模式。

所谓“网红+直播”式电商，简

单地说，就是通过网红代言人匹

配粉丝来实现销售的电商模式。

“通过直播的形式，消费者可以更

加真实、全面地了解商品。”拥有2

万多名签约主播的石狮千玺文化

传媒CEO蔡建佳认为，在消费日

渐理性的大背景下，传统以补贴、

烧钱的方式来激活用户消费的方

式效果已逐渐式微，而传统通过

图文和视频展示方式，用户也已

产生了视觉疲劳，而直播所具有

的真实性与新鲜感，更容易被当

代消费者所接纳。

古人云，“十年河东、十年河

西”。对于电商来说，却是“一年

河东、一年河西”。十多年来，蔡

建佳一路跟随电商转型升级，从

传统电商走向现在以“网红+直

播”的新电商模式，蔡建佳将其视

为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李佳

琦、薇娅火爆的背后其实是以直

播和电商为结合点的全新发展时

代的来临，新零售方兴未艾，这一

现象无疑为我们开启了思考电商

发展的全新逻辑。”蔡建佳说。

如今福建七匹狼、安踏、恒安

等知名品牌也开始在电商渠道之

外新增直播带货业务或与省内外

知名直播机构合作等。直播几乎

覆盖了美妆、服饰、食品、消费电

子、母婴等所有行业。对于品牌

商家来说，开设直播间便相当于

建立了一个随时可体验的线上

店，成为品牌展示以及与粉丝深

度互动的重要渠道。直播技术使

传统“货对人”的销售模式变成了

“人对人”，商家可以即时与用户

互动、在线答疑，全面展示商品，

甚至在线试用，购物形式和体验

都变得空前丰富和有趣，“我们已

经和多家网红直播机构合作，目

前看效果还不错。”已经和石狮千

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的石狮黎祥新零售部门负责人

龚宏渠介绍，“快消产品的行动必

须快，不然就会被淘汰”。

蔡建佳表示，对于“网红+直

播”这样的模式，他非常有信心，

尤其是5G时代的来临。截至目

前，千玺文化传媒已与今日头条、

腾讯、抖音、淘宝、虎牙、快手等多

家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千

玺签约的主播人数已达2万多

人，这样的规模也引来了北京知

名投资人UA资本蔡清亮一行的

到访，并表示出浓厚的合作意向。

“我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商业

销售模式，来为石狮的服装产业

打开一条新的销售之路。”蔡建佳

表示。 （记者 杨江 张泽业）

赋能传统电商 助力传统品牌

石狮企业趋向“网红+直播”模式

泉州起重装卸机械技能竞赛在石湖港举行
本报讯 近日，2019年泉州市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技能竞赛活

动在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石湖港区举行。

本次竞赛由泉州市总工会、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

办，石狮市总工会、石狮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石狮市蚶江镇

总工会和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竞赛专门针对在泉州辖

区从事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岗位职

工工作的人员开展，来自石狮、晋

江、南安、惠安、泉港、洛江等县市

区的代表队参加了本次比赛。由

于此次比赛与核发起重装卸机械

操作职业资格证书挂钩，第一名

获奖者还有机会获得“泉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泉州各县市区总工

会和选手们都非常重视这场比

赛，参赛选手也均由各地不同企

业中的操作高手选拔出来。

本次竞赛分为专业理论考试

和现场实际技能操作两项，竞赛

参考《国家职业鉴定规范》，经过

笔试和紧张的操作比赛，参赛选

手们经历了一场从知识到操控，

从心态到技能的全方位比拼。特

别是在竞技现场，选手们大展身

手，现场竞赛激烈。各位参赛队

员恪尽职守，崇尚精益求精，弘扬

工匠精神，表现出了优秀的业务

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最终，来自泉州太平洋集装

箱码头公司的选手林磊鑫拔得头

筹。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周金

玺 陈明星）

申报泉州市新型研发机构 最高可获扶持50万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工业

信息化和科技局获悉，根据《泉州

市科技局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泉

州市新型研发机构的通知》要求，

即日起，我市启动2019年泉州市

新型研发机构申报工作，符合条件

的企业请于2019年12月9日前，

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石狮市行政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逾期不再受理.。

根据《泉州市新型研发机构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新型

研发机构是按照“政府引导、实体

办院、市场运作、专业运营”的现

代管理理念，通过公办专营、民办

公助、企办补贴等多种模式，企

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创新联盟、行业协会、

商会和投资机构等以产学研合作

方式，在泉创办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分

为企业类（工商注册的）、民办非

企业类（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

事业类（编制部门审批设立事业

单位性质的），主要从事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科技企

业孵化等活动的实体机构。

新型研发机构的申报条件

为：在泉州投资设立的，主要从事

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具备承担

国家、省、市技术攻关项目能力，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实体；

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较稳定的

资金来源，主要办公和科研场所

设在泉州。具备进行研究、开发

和试验所需要的仪器、装备和固

定场地等基础设施，办公和科研

场所不少于150平方米；拥有必

要的测试、分析手段和工艺设备，

且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原值

不低于100万元（农业、文化创意

等领域的不低于80万元）。具有

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年度研究

开发经费支出不低于年收入总额

的 8%，其中企业类的不低于

5%。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不少

于20人），常驻研发人员占职工

总人数比例达到20%以上，硕士

或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占研发人员

的10%，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以

上人员占研发人员的5%以上。

具有面向企业服务、围绕市场配

置资源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建立现代科研机构管理制度、

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科研经费财

务会计核算制度。

新型研发机构实行分类认定

机制。对获评A、B类市级新型研

发机构的，泉州市科技局分别给予

A、B类一次性50万元、20万元资

金扶持，每年支持申报市级科技项

目数量最多分别可达3个、2个；获

评C类的机构，认定为市级新型研

发机构，每年支持申报市级科技项

目数量最多1个，但不给予资金扶

持；获评D类的机构，不能认定为

市级新型研发机构，也不给予资金

和市级科技项目扶持，实行双向激

励。 （记者 周进文）

主办 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服务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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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新增企业
拉动消费明显

本报讯 据统计部门统计数据，今年以来，泉州市

积极推进消费品市场发展，新增企业拉动消费。1-10

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57.75亿元，比增

10.5％，增速比1-9月回落0.3个百分点，位居全省设

区市第四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1个百分点，自3月

份以来市场走势与全省基本相符。

一是限上限下商贸企业支撑作用较为均衡。

1-10月，泉州市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

1289.90亿元，比增12.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42.2%，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率为48.2%，带

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1个百分点；限额以下

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1767.85亿元，比增9.3%，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7.8%，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贡献率为51.8%，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4个

百分点。

二是新增企业拉动明显，新增入库企业为泉州市

消费品市场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自2018年1月份以

来，全市共新增入库878家贸易企业，1-10月共实现零

售额129.47亿元，比增73.6%，对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额贡献率达39.2%,拉动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4.8个百分点。

三是网络零售额保持较快增势。随着“互联网+”

的深入影响，泉州市“触网”企业显著增加，1-10月全

市有453家限额以上商贸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商品，比

去年同期增加54家，带动网络零售继续保持较快的增

势。1-10月全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

189.77亿元，比增24.1%，增速比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额高11.9个百分点，占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的

14.7%，拉动限额以上商品零售增长3.2个百分点。

四绿色智能产品旺销。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个性

化和品质化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与此相

关的产品销售增势良好。1-10月全市能效等级为1级

和2级的家用电器零售额12.84亿元，比增48.9%；智能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7.78亿元，比增18.5%；新

能源汽车零售额6.90亿元，比增372.2%；可穿戴智能设

备零售额0.71亿元，比增38.1%。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11月27日，在上海举办的家政服务业提

质扩容“领跑者”行动重点推进城市（区）经验交流和

现场调研活动传来好消息，现场公布的全国32个家政

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重点推进城市（区）名

单中，泉州榜上有名，是福建省唯一入围的地级市。

这意味着，泉州市有望在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上

先行先试，进一步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家政服务业被喻为朝阳产业、爱心工程、民生工

程，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泉州市高度重视推动以

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病患陪护服务为重点的家政服

务业标准化、职业化、连锁化发展。近年来，泉州市培

育壮大了一批家政龙头企业和中小专业型家政企业，

并逐步建立起月嫂、照护、保洁等需求量大的家政服

务项目的企业服务标准。在此基础上，积极支持家政

服务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帮助泉州市家政企业依托

已有电商平台或建立自有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服

务，为居民提供家政、民生商品配送和公共服务信息

查询等多形式的服务。同时，通过“家政服务对接

会”“家政服务论坛”“公益家政培训进乡村”活动等多

个供需服务平台，定期邀请“金牌”保姆、家政能手和

业内专家进社区开展家政讲座，让农村妇女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免费家政技能培训。

泉州作为“领跑者”重点推进城市，接下来将在发

展员工制家政企业、推动家政进社区、提升服务质量和

创新服务品种、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培训、行业自律和

诚信建设等方面当好“领跑者”，对于石狮市来说，也是

一个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好机遇。 （记者 杨朝楼）

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赢来机遇

本报讯 11月26日，胡润独角兽企业论坛及颁奖

晚宴在厦门七尚酒店举行。活动邀请了投资大咖、全

球各界知名独角兽企业，以及厦门当地关注独角兽企

业发展、关注投资界的各位商界嘉宾，共话独角兽的

未来发展与机遇。厦门市商帮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

长、厦门市青年两岸交流协会会长、福建省海峡社会

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狮商陈少华应邀出席。

论坛由胡润百富总裁兼集团出版人吕能幸主持，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致辞。

在随后举行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颁奖仪式

上，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分别为UiPath、

PingPong、IMS天下秀新媒体商业集团、V领地青年社

区、BranchMetrics、InMobi、蜜芽、安能物流、返利网等

获奖企业授牌。同时介绍了胡润全球行项目招募及

《2019胡润品牌榜》预热的有关情况。

多年来，胡润百富也一直致力于商业文化的研究

和传播。据悉，早在2008年，胡润先生就曾与时任厦

门大学闽商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少华先生共同策划

组织在厦门大学举办“胡润百富慈善行者论坛暨闽商

慈善榜发布会”，挖掘闽商商道文化，传播闽商慈善精

神。 （记者 杨朝楼）

“胡润独角兽企业论坛”在厦举办

狮商与胡润再度携手

海事部门部署
水工单位安全协调

本报讯 日前，泉州海事局石狮海事处召开水工

单位作业安全协调会，维护石狮市施工水域水上交通

安全。

协调会讲解了石狮辖区内的寒潮大风期间的气

象、海况特点，解释了多发事故的原因以及特征，并结

合实际事故案例对“冬防”安全知识进行深入普及。

同时要求严格按照最低配员要求为每艘施工船配好

适任船员；严格按照作业规范要求进行施工，全面保

障作业安全；强化载运施工材料船舶的管理，做好船

舶进出港报告，运泥船禁止超载；施工单位做好冬季

大风防范工作，严禁超抗风等级作业，确保作业人员

及船舶安全。（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曹光斌 林国新）

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151.0亿元，
同比下降2.9%。尽管如此，高技
术产业和战略新兴型产业的利润
增长依旧较快，结构调整继续推
进。

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效益呈现出结构调整加快，私营
企业和小型企业利润保持稳定增
长，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等主要
特点。

具体来看，1-10月，高技术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
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幅度均比1
到9月份有所加快。高技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
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7.5%、5.3%
和2.0%，增速比1到9月份分别加
快1.2、0.7和1.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网站）

前10月高技术产业利润
增长依旧较快

全国服装标委会年会
暨标准审定会大同召开

11月27日-28日，2019年全
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暨
标准审定会在山西大同召开。

会议对2019年度全国服装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工作先进
单位及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根据
2019年委员参与标准化工作的情
况，对上海蔓楼兰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10家单位授予“标准化工
作特殊贡献奖”；对上海开开制衣
公司等30家单位授予“标准化工
作先进单位”；对王庆淼等10位委
员授予“标准化工作先进个人”；
对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
司等4家单位授予“一带一路”中
国标准外文版工作杰出贡献奖。

会议还审定了《羽绒服装》
《服装配件、组件宏有毒有害物质
限量》《领带》《服装湿阻测试方法
出汗暖体假人法》《婴幼儿腰凳》
等五项国家标准和《茄克衫》《服
装用人体数据库的数据要求》两
项行业标准。对每一项标准进行
了认真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
见，并要求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审
查会意见进行修改，尽快形成标
准报批稿。 （中国服装协会）

11月21日，第九届中韩日纤
维产业合作会议在韩国�首尔召
开，三国纺织业界代表齐聚一堂，
围绕纺织业发展现状与展望、纺
织业贸易与投资、可持续发展、时
尚与科技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就未来的合作举措进行了务
实讨论，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推进以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
关注，三方同意将统一与协调推
进纺织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创建三国协作机制，促进责任信
息披露与共享，协同发起可持续
发展理念下的产业行动，共同推
动信息互联与区域产业全球共
治。

为了促进更深入的交流与
合作，中日韩三国同意在2020年
11月18-19日在日本�大阪召开
第十届日中韩纤维产业合作会
议。 （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

第九届中韩日纤维
产业合作会议成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