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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20家布企将在“家门口”诠释时尚之源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海博会倒计

时已进入个位数，而将在本届海博会

面料展区抱团展出的20家石狮本土

面料企业也进入到备展关键阶段。记

者了解到，本次在“家门口”举办的纺

织服装盛会，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精

心组织了台隆、联邦三禾、港隆、新旭

辉、夜光达、豪宝、优酷、六六八、劲诺

仲缘、荣诚等20家本土龙头布料企业

参展。

引领时尚潮流，展现“东方米

兰”。据了解，石狮面料展团启动招

展工作以来，石狮市布料同业公会

的会员企业和市场经营户参与积极

性极高。台隆、联邦三禾、新力元等

龙头布料企业更是在第一时间报

名，并全力做好面料产品研发等备

展工作。参展面料将以独特的布局

及时尚前卫的表现手法，向客商诠

释“时尚之源”，全方位展示石狮休

闲面料新形象，以及校园服饰常服

（春夏装、秋装、冬装）、制服（春秋

装）、礼服（春秋装、冬装）、功能服装

的四类面料新品。

作为中国流行面料趋势发布基地

和中国休闲面料商贸名城，石狮的面

料企业在流行面料的研制与开发上成

绩斐然，引起行业内广泛关注。据悉，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十三届海博会期

间，石狮面料企业将全方位展示多种

创新科技型面料精品。其中，联邦三

禾将力推太极石纤维产品及成衣染色

技术，重点突出以冰凉舒适，快速散热

特色堪称夏日降温“黑科技”的太极石

冰氨纤维面料；劲诺仲缘将主推具备

消毒抑菌、保暖祛湿、抗紫外线等功能

的石墨烯复合纤维功能性面料以及高

端轻奢产品——索罗纳针织面料；豪

宝染织将主推“会呼吸的全功能布

料”，即兼具防风、防水、柔软、透气、防

污，具有良好弹性的高舒适SOFT-

SHELL布料；夜光达、新力元两家主

做反光材料的企业将带来最新款的

“反光夜行衣”面料，上演潮流时尚与

安全出行的最佳拍档。

此外，其他参展企业研发团队也

正在摩拳擦掌，全力备战，加大力度抓

紧研发新型产品，力争在展会期间拿

出企业最为核心的创新产品，争取在

此次展会中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记者 兰良增 实习生 洪伟锽
通讯员 林荣庚）

本报讯 12月10日，石狮市召

开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布置

人口普查比对复查收尾工作及事后

验收迎检准备工作。市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及普查办工作人员，各镇（街

道）分管领导及人普业务骨干参加

会议。

会议就人口普查比对复查收

尾工作和事后数据质量验收迎检

准备工作进行部署，并要求各镇

（街道）按照《方案》要求整理归档

普查小区图、建筑物清单等普查相

关资料。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林毅）

石狮布置七人普迎检工作

厦门狮商与闽商资本联合会
探讨合作交流

本报讯 12月9日下午，福建省

闽商资本联合会秘书长郭龙宝、新

加坡JRJ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卢文

真、闽商数交所（厦门）科技有限公

司市场总监林丽晶作客厦门市石狮

商会。

座谈会上，双方交流了各自商

会的基本情况与工作进展，并对目

前经济形势下的商会、企业生存状

况进行交流探讨，经验学习。双方

还就今后的合作进行探讨交流。

（记者 杨朝楼）

高质量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闽南理工举办招聘会20多场

本报讯 12月5日，由闽南理工

学院与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共同主办的2021届毕业生大型

校园招聘会在闽南理工学院宝盖校

区举行。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在线上线

下同时展开，共吸引招商银行、鸿星

尔克福建分公司等线下200多家企

业和线上30多家企业参加，为3800

多名2021届毕业生提供了近6000

个工作岗位。

招聘会现场，毕业生们根据自

己的就业意向，向企业招聘人员咨

询岗位情况，提出自己的疑惑，向意

向企业投递自荐书及个人简历，并

参加现场面试。采访中，多名学生

表示，这次招聘会为他们提供的选

择很多，同时，在应聘过程中也发现

了自身的不足，要趁着在校这段时

间，不断提升自我，为正式上岗做好

准备。

闽南理工学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帮助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闽南理工学院就业处整合多

方资源，已举办多场招聘活动，促进

毕业生就业。据了解，自今年9月

以来，该学院共举办3场小型综合

招聘会和20多场名企专场招聘会，

先后走访省内20多家人才中心（机

构）及用人单位，为做好2021届毕

业生就业工作打下基础。

（记者 蔡怡婷）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统计局召

开规模以下服务业调查培训会，43

家被抽中的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负

责人或财务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规模以下服务业业

务骨干许静介绍了规模以下服务业

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对规模以下服

务业2020年年报和2021年定报工

作进行部署。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林毅）

石狮市统计局开展
规下服务业企业调查培训

石狮“证照合办”范围再扩大
实行一表受理 一窗受理 一人办结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优化审批

流程，创新审批服务新模式新机制，

打造更加便民利企的营商环境，我

市决定在个体工商户“证照合办”的

基础上，继续扩大“证照合办”的实

施范围。

据了解，本次实施范围扩大后，

“证照合办”从原先的个体工商户开

业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证（仅限预包

装食品销售）合并办理扩大到从事

预包装食品销售、自动售货机食品

经营、专营餐饮外烩的食品经营的

各类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注销登

记与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新办、变更、

注销的合并办理。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对于符合“证照合办”的

市场主体同步申请《营业执照》《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设立（新办）、变

更、注销，合并《营业执照申请书》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将《食品

经营许可证申请书》进一步简化为

《证照合办申请书附表》，作为《营业

执照申请书》的附表，实行一表登

记。其中同步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证》载明的经营者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住所变更及注

销的，免于提交《证照合办申请书附

表》。

此外，申请人申请“证照合办”，

实行一窗受理、一人办结。对提交

材料齐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窗口注

册官原则上应同步受理、当场核准、

许可并发照（证）。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谢玲锦）

本报讯 由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

会学校后勤装备管理分会、全国工商

联纺织服装业商会、福建省教育装备

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校

园服饰国际博览会（简称“校服博览

会”）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石狮

国际轻纺城举行。记者从石狮市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获悉，本届校服

博览会将邀请全国超600个知名校

园服饰品牌参展，展示上万款经典校

园服饰产品。

一直以来，石狮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校服市场以及校服行业发展，并

于近年来将校服作为服装产业创新转

型的发力点，积极引导校服产业发展

新方向，订制生产校服的产业发展新

模式；出台《石狮市校服订制生产服务

企业订制生产实施细则》，在全国首次

通过细则规范校服市场，打造校服产

业发展新业态。如今，石狮在校服领

域已构筑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深覆盖的产业配套体系。2020年3

月，中国服装协会授予石狮市“中国校

服产业创新基地”称号，以此鼓励石狮

市今后在全国校服产业创新发展中起

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校园服饰国

际博览会以“健康引领 美丽校园”为

主题，展示面积逾30000平方米，现场

将邀请超600家品牌参展企业，覆盖

中小学服饰、幼儿园园服、校园服饰配

饰、校服面辅料等众多行业领域。参

展产品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含职高）、大学男女校服�园服的春秋
装、夏装、冬装，款式包括制服、休闲

服、运动服、民族服装等。此外，还有

学生鞋袜、书包、领结、床上棉被等后

勤物品，以及新型安全环保校服面料、

校徽辅料等。

参展期间，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

20000人。这当中，既有全国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领导，后勤装备部门及政

府采购部门相关人员，全国各级各类

学校校长、老师及相关招标采购负责

人，幼儿园园长，全国各教育集团采

购负责人，也有校服行业渠道商、教

育装备行业渠道经销商、国际贸易采

购商等。此外，展会还配置有高端峰

会、专业论坛，通过全方位、深层次的

交流，为中国校园服饰企业拓展全国

教育市场搭建商贸配对、采购交流平

台。图为首届全国校园服装设计大
赛 （记者 周进文/文 李荣鑫/图）

本报讯 日前，备受纺织鞋服行业

关注的2020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大会暨

十届五次理事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担

任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中国缝制机械

行业协会副会长的石狮纺织服装产业

联盟会长、福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宏楠参加了年会，“数字协同已是大

势，中国服装行业已经开启缝制新周

期。”年会结束后，林宏楠表示。

2020年，中国缝制机械行业面对新

冠疫情，共克时艰，于急难时节显现行

业担当。抗疫复工方面，全行业上百家

企业参与，达上万次专业服务，提供装

备7万台套，创造营收18亿元，协会参

加国家防疫装备保障，受到国家表彰；

复工复产方面，及时出台《行业复工复

产防疫指南》；行业担当社会责任方面，

率先提出免收2020年会费约90万元，40

余家企业捐款累计300万元。作为“闽

派服饰”智能缝制设备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福诚，在抗疫的第一时间从全国范围

内为七匹狼、柒牌、卡宾等知名品牌筹措

口罩和防护服生产设备，确保福建这些

响应政府号召转产防疫物资的企业能够

以最快速度投入到生产中。

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协会理事长何

烨表示，2020年全行业持续恢复向好，

未来依然充满挑战，主要表现在国际经

济衰退、国内持续恢复、海外依然低迷

三个特点。但危中有机，缝机行业动能

储备强劲，研发投入不降反增，技改投

入持续加大，专利申请增长43%；结构

调整显著，主导产品结构实现步进技术

升级，工业缝纫机库存下降24.4%，转

产防疫装备丰富产品体系；服务创新层

出不穷，个性化、定制化解决方案，线上

营销、租赁、以旧换新、新品体验、技术

培训、上门检修等营销新模式、新内容

不断推陈出新。

“‘十四五’规划期间，我们行业会

有更大变革。”林宏楠认为，中国纺织产

业创新转型的基础就是中国缝制机械

行业的创新转型，所以，何烨提出“开启

创新驱动新征程”“建立质效并举新理

念”“构建结构优化新体系”“打造数字

制造新模式”以及“形成内外循环新市

场”五点建议，来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其中有一点对于早在十多年前转型的

福诚来说尤为重要，即“推动企业由设

备提供商向成套解决方案服务商升

级”。作为与国内外知名制造企业兄

弟、飞马、杰克、中捷长期合作的福诚，

已经给包括七匹狼、安踏、九牧王、利郎

等知名鞋服品牌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

决方案，而且通过助力其建设智慧工

厂，实现服装等缝制品全流程产品数字

化加工制造，“福诚在新时期的使命就

是，助力‘闽派服饰’甚至中国服装企业

开启数字协同缝制新周期”。

（记者 杨江）

关注海博会

第二届中国校园服饰国际博览会将在石狮启幕

展示上万款经典校园服饰产品

2020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大会召开

福诚助力“闽派服饰”开启缝制新周期
浙江兰溪纺织企业
编制两项“国标”

记者从浙江兰溪市经信局了
解到，浙江鑫兰纺织有限公司编
制的《莱赛尔纤维牛仔布》《超高
弹牛仔布》中棉行协团体标准，通
过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组评
审。

为更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2016年3月，鑫兰纺织启动
“浙江制造”混纺弹力牛仔面料标
准编制工作。经过一年多努力，
鑫兰纺织于2017年5月成功拿到
《色织纬向弹力牛仔布》“浙江制
造”标准认证证书，填补了牛仔布
行业“浙江制造”空白。2018年，
该公司又主导编制《色织薄型莱
赛尔牛仔布》“浙江制造”标准，并
顺利通过评审认证，成为兰溪纺
织行业首家获得两项“浙江制造”
标准认证的企业。（金华新闻网）

维密第三财季
销售额同比下降14.2%

近日，美国内衣品牌维多利
亚的秘密（简称“维密”）母公司
LBrands公布了2020年第三财
季业绩报告。截至10月31日的
第三财季，LBrands总销售额达
30.55亿美元，同比增长14%。然
而，母公司业绩转好可不是维密
的功劳，第三财季维密销售额同
比下降14.2%，至13.53亿美元。

11月25日，LBrands任命了
维密内衣业务的新负责人，以期
重振该内衣品牌。为进一步提高
品牌的盈利能力，维密通过严格
管理库存，以及与供应商协作降
低商品成本来提高产品利润率。
同时，维密也在通过精简店铺来
降低亏损，将长期业绩欠佳的店
铺关停，大幅减少进一步亏损。

（中国纺织报）

本报讯“希望这样的茶会能够经常
举行，真的非常棒！”12月13日下午，石狮

市私营企业协会第17期乐享茶会暨中国

石狮国际食品城冻品采购对接会，在私协

驻食品城联络点——六桂轩举行。别开

生面的茶会形式新颖，成果丰硕，直接促

成中国石狮国际食品城与金色四季超市、

好生活超市、福建省供销社签订合作协

议。

本期乐享茶会旨在搭建中国石狮国

际食品冻品商户与采购商对接交流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在轻松愉快的

茶会中，金色四季超市、好生活超市、福建

省供销社等采购商一边品尝地道美食，一

边了解产品特色。为建立长期、稳定、良

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分别与中国石狮国际

食品城签订合作协议，并深入部分商家实

地考察。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惠惠）

一场茶会促成三份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