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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自古以来就以“江右商

帮”著称。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大批有识之士从红土地江西来到

侨乡石狮就业创业。2018年12

月，石狮市江西商会成立，至今已

有会员320多人。该商会自成立

以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扩

大会员队伍，倾心服务行业发展，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商会的吸引

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增强。值

得一提的是，在石狮市工商联（总

商会）的推动下，石狮市江西商会

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去年以来

成功调解大小纠纷数十起，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据了解，石狮市江西商会人民

调解委员会由商会秘书长曾士发担

任主任。曾士发是2012年石狮市

首届十佳人民调解员，拥有丰富的

调解经验。他告诉记者，商会调解

是非诉讼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与

法律诉讼相比，商会调解纠纷具有

人缘、地缘、商缘的优势，能有效处

理商会会员之间的纠纷、会员企业

内部的纠纷、会员与生产经营关联

方之间的纠纷、会员与其他单位或

人员之间的纠纷，以及其他涉及适

合商会调解的民商事纠纷。

近年来，随着法院案件量大幅

增长，商会参与的行业调解在化解

商务纠纷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成为

提高解纷效率，减轻民营企业诉累

的重要途径。将纠纷解决在商会内

部，有利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商业

信誉，对进一步加强品牌商会建设，

提升服务会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商会有会员因同合作伙伴经

济发生纠纷，最后闹到派出所，后通

过商会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曾士

发告诉记者，商会调解委员会成立

以来，调解成功的大小纠纷有数十

起。

“石狮市江西商会是江西人在

石狮的‘娘家’，也是联结石狮、江西

两地经济、社会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桥梁和纽带。”曾士发说，今后，石狮

市江西商会还将持续发挥桥梁和纽

带作用，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引导会

员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为石狮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推动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作

出更多贡献。 （记者 林本鸣）

本报讯 8月21日，由中国服装协

会主办的2020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

在杭州艺尚小镇开幕，石狮市儿童产

业联合会组织石狮市好田服饰实业有

限公司等15家会员企业抱团参加。

本次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的主题

为“童与不同”，立足杭州这个中国电

子商务的策源地，依托其服装全产业

链生态中心的独特优势，旨在进一步

提升我国童装行业高品质发展，聚焦

新锐设计人才，整合童装产业生态资

源，打造以童装为主体的中国儿童时

尚消费产业的优质阵地，引领未来儿

童健康生活方式新潮流。

时尚周期间，石狮校服军团和浙

江迈凯斯顿、青岛威达体育两家国内

知名校服企业联袂发布主题为“引领

时尚 乐享校园”的最新流行趋势。这

是继去年在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首次

代表中国校服发布流行趋势后，石狮

市儿童产业联合会第二次组团在如此

重大的活动中代表中国校服发布最新

流行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服装协会等

国家级行业协会对石狮市儿童产业联

合会的充分肯定和无比信任，更是对

石狮仅用两年时间打造的“中国校服

产业创新基地”称号的一种认可和赋

能。

石狮市儿童产业联合会会长吴

清湖介绍，虽然今年大家都很艰难，

但信心比黄金重要，石狮市委、市政

府专门印发出台《石狮市童装（校服）

产业优化升级工作方案》，石狮市工

业信息化和科技局、福建石狮产业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

很多方面都给予了联合会大力的支

持和帮助。

“今年抱团参展很给力，石狮校

服军团成为展会上一道最亮丽的风

景线。”吴清湖表示，在拿到由中国

服装协会授予的“中国校服产业创

新基地”荣誉称号之后，还有很远的

路要走，必须让石狮校服走出去，让

石狮织造走出去，让石狮设计走出

去，去更高的平台展示。将于2021

年4月9日至4月11日举行的上海

国际校服园服展已经开始招商，在

石狮市儿童产业联合会的组织下，

各会员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和士气，目前报名企业所拿展位近

800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展会给予的

面积（500平方米），“石狮军团”明年

将继续闪耀上海国际校服园服展，

让石狮校服最全产业链成为全国校

服的标杆。

（记者 杨朝楼）

本报讯 8月21日，2020年“童
与不同”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在杭
州艺尚小镇开幕。新华�蓝帝狮作
为石狮优秀童装校服品牌受邀出
席并进行品牌服饰亮相。

新华�蓝帝狮是大帝（企业）集
团与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共同打造
的童装校服品牌，以“新国风、校园
装”的品牌理念，引领童装校服的
行业发展。在“童与不同”的中国
国际儿童时尚周主题下，新华�蓝
帝狮以充满“梦想力”的童心为基
调，以传承“新国风”的决心为发
展，在行业领域不断突破，打造出
独树一帜的品牌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蓝帝狮将
联合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开拓童装
校服时尚商业生态，加入“直播节”
打造线上线下及时联动，激活“无界
体验”的新消费，助力服装行业平台
的新尝试。 （记者 杨朝楼）

宜昌考察石狮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本报讯 8月21日，由宜昌市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叶竟涛带队的推进

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抵

达我市考察，并与泉州市商务局等

有关部门在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进

行座谈。

座谈会上，泉州市及石狮相关

部门负责人分别就石狮市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试点现状做了介绍，并现场

解答宜昌试点工作小组有关如何推

进市场采购试点的各类问题。随后，

宜昌试点工作小组先后参观了地方

产业馆及场馆特色外贸产品，对于丰

富的地方特色产业及石狮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给予高度肯定。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颜燕妮）

本报讯 日前，泉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公布了2020年泉州市级节

能和循环经济专项资金项目，石狮

一批企业的相关项目上榜。

2020年泉州市级节能和循环

经济拟补助项目主要包含节能技

改、循环经济、绿色制造项目、重点

用能企业能耗在线监测等方面。石

狮市万峰盛漂染织造有限公司实施

的“空压机节能改造及生产线节能

改造”项目，使用型号为SVC110A

永磁变频二级空压机代替型号为

DA132T工频螺杆空压机；采用高效

节能型拉幅定型机和节能型高温染

色机替对原来设备进行节能改造入

围“节能技改”。福建省石狮市通达

电器有限公司实施的“绿色供应链”

项目为第三批省级绿色供应链，纳

入“绿色制造项目”。

石狮豪宝染织有限公司、石狮

市恒祥漂染实业有限公司、石狮市

新华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石狮市

锦祥漂染有限公司、石狮市亿祥染

整有限公司、石狮市三益织造染整

有限公司、石狮市龙兴隆染织实业

有限公司、石狮市德胜纺织漂染有

限公司、石狮市金宏盛织造漂染有

限公司、石狮市宏兴染整织造有限

公司的“在线监测”项目，纳入“重点

用能企业能耗在线监测”。

（记者 兰良增）

宝盖市场监管所检查
流通领域电器商品质量

本报讯 连日来，宝盖镇市场监

督管理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开展流

通领域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等电

器商品质量检查工作，检查相关市

场主体4家，未发现“三无”产品、假

冒伪劣产品。检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还向商家宣传电器商品质量知

识，要求商家不得销售国家明令淘

汰的产品。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洪菲娜）

本报讯“以前是‘进门容易出门
难’，现在是‘进门出门一样容易’！”日

前，刚刚帮助某商贸企业成功办理“退

市”手续的中介机构负责人林先生介

绍，只要材料齐全，无论是企业，还是

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可

能通过简易注销方式完成“退市”。与

此同时，记者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今年来，我市共有1393家企业

成功“退市”，其中简易注销1069家、普

通注销324家。

近年来，随着工商登记制度的持

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实现轻松创业，

可当市场主体无法继续经营时，一些

经营者常因手续繁琐，没有办理注销

登记，直接“闪人”。这些日益增多的

“僵尸户”“空挂户”不仅占用了大量行

政资源，还使市场主体户数信息失真，

影响了政府决策。2017年3月起，我

市试行简易注销程序，主要针对未开

业或者无债权债务的企业。与普通注

销登记不同，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企

业可免于向登记机关提交清算报告及

其确认文件、清算公告、清算组备案证

明、分支机构的注销证明等材料。

注销登记是企业退出市场的必经

程序，而简易注销是对商事主体法定

的注销程序进行简化，以期达到方便

商事主体退出的目的。根据《公司法》

规定，公司办理注销需进行清算组成

员备案，满四十五日且清算结束后制

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

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公司方为终止。2019

年，我市进一步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

记改革，将简易注销的适用主体范围

扩大到未开业或无债权债务的各类企

业及分支机构，还将企业简易注销的

公告时间由原来的45天压缩至20

天。同时对于因承诺书文字、形式填

写不规范的企业，在企业补正后予以

受理其简易注销申请。

据了解，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相关通知要求，企业普通注销

的流程也进行了优化。企业申请普通

注销需要办理清算组备案的，可以选

择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

线办理，企业自行录入清算组相关信

息并确认提交，即完成在线备案程序，

无需提交备案申请书等纸质文书材

料。企业完成备案后，还可以直接通

过公示系统发布注销公告，无需通过

报纸公告。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来，我

市通过简易注销“退市”的企业占所有

“退市”企业的76.7%。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企业普通注销和简易注销登

记改革，是简政放权的一项改革措施，

不仅精简了材料，降低了企业注销成

本，还有利于方便企业办事，提高行政

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同时，也有利于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

占用的资源。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谢玲锦）

石狮校服军团中国校服发布最新流行趋势，请看——

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上的最靓风景线
石狮一批项目上榜

市级节能和循环经济项目

石狮市江西商会：
发挥商会优势调解民商事纠纷

企业“退市”再提速 公告时间压缩至20天

第一期石狮人才创新接力班开班

城市�产业�人才
石狮市委组织部
石狮市委人才办

主

办

本报讯 8月21日下午，由石狮市

委人才办、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主办，石狮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混沌大学福建分社承办的石狮市

人才创新“5R计划”——人才创新接

力班（第一期）在绿岛国际酒店开班，

来自我市重点企业的40多名优秀企

业家参加学习。

石狮于日前发布了实施创新人才

“5R计划”。“人才创新接力班”是“5R

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石狮市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对接引入国内知名线上

学习平台混沌大学的创新学习模式，

旨在通过创新研习、思维训练、头脑风

暴等形式，为企业家导入创新思维理

念、创新学习方法，全面提升石狮企业

创新能力，推动石狮经济社会更快更

好发展。

这是一次关于创新的学习——专

注商业领域的创新思维学习；这是一

次创新的学习模式——线上理论学

习+线下刻意练习+三师教学模式；这

是一群热爱学习的人才——来自不同

年龄段、不同行业领域，但围绕着共同

的目标；这是一场创新思维的碰撞

——突破固有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

的思考和分析问题。本次课程邀请混

沌大学创新领教、混沌大学福建分社

社长赖智斌，混沌助教雨桐和雨乔，运

用理论和实战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思

维模型+刻意练习”的教学模式，为企

业精英们进行创新思维模型训练，携

手赋能企业创新。

“通过此次的学习，让我意识到从

前对于创新的理解还不够，做事情偶

尔缺乏思考，特别是对于小颗粒度的

拆解”“回到公司后，我将带着团队定

期做这种思维模型训练”……在近7

个小时的时间里，学员们共同营造了

一个超强的学习氛围，并纷纷表示通

过此次课程颠覆了对创新的认知，拓

宽了自己的认知边界，同时期望能学

以致用，将理论知识更好地运用在职

场上。 （记者 周进文）

我国印染产品
出口形势有所好转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2020年上半年，我国印染八大类
产品进出口总额100.64亿美元，
同比减少29.17%；贸易顺差89.22
亿美元，同比减少28.62%。

印染八大类产品进口数量
2.69亿米，同比减少40.95%；进口
金额 5.71亿美元，同比减少
33.19%；进口平均单价2.12美元/
米，同比增加13.15%。

印染八大类出口数量96.95
亿米，同比减少25.45%；出口金
额 94.93亿 美 元 ，同 比 减 少
28.91%；出口平均单价0.98美元/
米，同比减少4.64%。环比来看，
1至6月份印染八大类产品出口
数量和出口金额降幅分别小幅
收窄0.92和0.63个百分点，表明
出口形势有好转迹象，但恢复进
程较为缓慢。

从主要出口市场来看，2020
年1至6月份，印染八大类产品对
疫情严重的美国和欧盟地区，出口
数量跌幅均超三成，但跌幅较5月
份分别收窄2.27和1.08个百分点；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数
量和出口金额跌幅均超两成，跌幅
分别小幅收窄0.90和0.64个百分
点；对日本的出口表现相对较好，
但随着二季度以来日本疫情的反
弹，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降幅有扩
大趋势，较5月份环比分别扩大
1.63和2.15个百分点。

展望2020年下半年，国家宏
观政策的持续发力、国内需求的
进一步释放等积极因素的不断
积累，将为推动行业经济回归正
常轨道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

图片由石狮市儿童产业联合会秘书处提供

新华�蓝帝狮演绎“梦想力+新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