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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天项目攻坚热

进口木材恢复性增长
本报讯 笔者从莆田检验检疫局获悉，今年 1-11 月，
莆田口岸共进口散装原木 35.9 万立方米，4458.3 万美元，
比增 67.0%和 67.4%；集装箱木材 7.2 万立方米，1669.4 万
比增 176.9%和 95.9%。
美元，
据了解，今年莆田辖区进口原木稳定增长主要原因
是国外木材价格高位回落，北美材、辐射松等原木价格
在 2014 年达到高点后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降低了企
业的生产成本，有效刺激下游加工企业的进口需求。莆
田检验检疫局一方面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充分履行检验
检疫职能，创造良好的通关环境，鼓励外地莆商回乡创
业；另一方面密切注意市场动态，并及时反馈企业，指
导企业扩大进口原木来源，提前做好不同来源原木的通
关准备，保证通关效率。
（陈泰林 李臻）

—莆田国际珠宝产业园建设探访
——
金银珠宝玉石特色产业作为我市工艺美术产业的重要
组成，近年来，我市着力促进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并于
2012 年在福建省珠三角民营企业产业项目洽谈会上签约，
确定在荔城区北高镇建设莆田国际珠宝产业园。
记者探访了莆田国际珠宝产业园项目。
12 月 12 日下午，
自 5 月份动工建设以来，这个占地 568.68 亩的大型产业园
拔地而起。项目业主代表沈玉
内，
新建的大楼如雨后春笋般，
坤告诉记者，东区所有 12 栋楼将全部封顶，已经确定入驻产
业园的有 191 户加工企业。
记者来到产业园 10 号楼的工地前。一辆水泥罐车正在
工人的操控下，将水泥浆倾倒入一辆水泥泵送车的车斗之
中，伴随着泵送车轰鸣的机器声，一方方水泥浆通过大腿粗
水
的管道，
被直接送到 30 多米高的顶层。只需不到 20 分钟，
泥罐车载来的 10 方水泥浆就全部被泵送到 10 号楼顶层。
“加上工人振捣和磨平等工序，我们完成这 10 方的水泥浇
“得益于这些机器，我
筑，
只需要一小时即可。”
沈玉坤说道，
们的施工速度大大加快。”
在 1 号楼顶层，塔吊在工人的指挥下，将几百斤重的钢

管稳妥地卸装到平台上，很快就有三个
人将这些钢管用连接夹夹紧，用来搭建
脚手架。另外还有十几个工人正在紧张
施工，他们三两人一组，有的在切割钢
筋，有的在焊接铁件，有的在打模板。1
号楼业已封顶，工人正在施工的是顶层
外观墙面。
作为省重点预备项目，莆田国际珠
宝产业园先行开发的是园区内的生产
经营区，总投资约 15 亿元，预计在明年
3 月完成一期建设任务。整个项目是由
我市几十家金银珠宝龙头企业共同出
资开发建设，是一个集加工、生产、研
发、展览、销售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区，对做强做大我市金银
珠宝玉石特色产业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以市珠宝玉石同业
协会和市黄金协会为龙头组成的两个抱团招商单位已完成
招商竞买 517 家。
莆田市中宝黄金珠宝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陈博介绍，

莆田国际珠宝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
在市委提出奋战 150 天，全面完成今年目标任务以来，项目
开启攻坚建设热潮，高峰期时项目内工人总数超过 300 人。
翁陈博说，他们将努力做好项目，提升我市金银珠宝首饰产
业的竞争力。
本报记者 周凌瀚 林罗晓 文/图

发挥资源优势
发展“一村一品”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通讯员 林鸿）仙游县游
洋镇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强镇富民的战略工程来抓，积
极推进绿色农产品标准化基地建设，扶持发展竹编、金
线莲、香菇、茶叶、台湾甜柿、劳务输出产业，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该镇根据各村资源优势，推进“一村一品”富民工
程，先后涌现出兴山村竹业、龙溪村罗汉果、龙山村金线
莲、河星村茶叶、金石村竹编、梧椿村特种水产养殖、游
洋村蔬菜、双峰村甜柿等为代表的 10 余个种养基地，形
成了村村有特色的发展格局。
今年，该镇通过农业技术培训、能人带动、大户经营
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向合作社、种植大户流转土地
3000 亩，进行科学培育竹业 1000 多亩、种植金线莲 100
亩、罗汉果 200 亩、蔬菜 100 亩、茶叶 500 亩，使种植品
种不断丰富，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逐年提高。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建成大型生猪养殖区 1 个，出
栏优质肉猪突破 6000 头；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8
家，种养大户 13 户，年内可输送转移劳动力 1600 人次，
实现农业增产增收。

冰火两重天：
“股债双杀”商品普涨
本周一中国股市所有板块全线下挫，交运设备、石墨
烯、
券商等各板块跌幅居前。中国银行间债市、国债期货
也纷纷低开低走，现券收益率走升。而国内期货市场，以
黑色系商品板块为代表行情凶猛上涨，其中以螺纹钢为
首，
多个品种涨幅居前，
股市与期市可谓
“冰火两重天”
。
福能期货金融部经理汤芳梅认为，股市整体弱势是
因为之前负面消息累计的情绪放大，比如国债收益率的
上升、
人民币贬值、险资举牌监管等等。市场可能因为这
些因素调整一周左右，市场认为利空因素包括险资举牌
监管收紧、担忧乐视复牌补跌拖累创业板、IPO 大提速以
及美联储将于本月加息，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流动
性偏紧以及通胀预期的升温。
与此同时，受原油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能化板块全
线大涨，
再加上国内工业利润的不断好转，供给侧改革的
推进，
化工品跟随黑色系品种，价格重心持续上移亦在情
理之中。加之类似 PE/PP 再生料进口受到环保政策的限
制、
甲醇区域市场的划分导致进口量增加、橡胶基本面利
多情绪持续等等，都推升下游化工品价格持续向上。
福能期货金融部经理黄宇轩表示，只要政府对于
中频炉的事件没有政策面的放宽，螺纹钢的持续上涨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另由于目前钢企的高炉开工仍
处高位，铁矿石刚性需求仍存，预计短期内外矿价格
利好趋势仍存。
陈 期

激活本土汽车消费市场
本报讯 (记者 陈光凯 通讯员 郭嘉志) 至今年
10 月份，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实施满周年了。荔城
区国税局作为承担全市 80%以上车购税业务量的窗口单
位，共办理减半征收业务 20289 辆，累计减免税额 9223.97
万元，有力激活了本土汽车消费市场。
莆田中机中泰别克 4S 店销售经理告诉记者，小排量
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实行以来，他们及时调整经营思路，
加大对小排量汽车的推介力度。今年 3 月份，在莆田开
了第二家 4S 店，现在两家 4S 店同时提前完成了全年销
售任务。
据了解,为切实落实好国家惠民政策、服务纳税人,荔
城国税坚持常态化细节管理。一方面聚焦区域大型车展、
热销车型发布等关键时间节点，与工商、车管所、行业协会
等部门系统联动，借力搭台宣传车购税优惠政策；另一方
面主动对接纳税人需求，提供车购税申报材料免费复印服
务，确保纳税人来之能办，办之能成。

张裕醉诗仙
带来微醺之夜

时下正是红毛藻采收季节，北岸山柄村养殖户在湄洲湾海域养殖红毛藻，采收加工后每公
斤价格在 300 元左右。图为养殖户采收红毛藻现场。
王雪玉 摄

新中式——
—贡品轩的转型路
俏。但在早些年，贡品轩以经营红酸枝
家具为主，一套红酸枝家具二三十万
元。从 2014 年开始，高端消费市场日渐
萎缩，传统红木家具遇冷。
“2013 年是红木家具行情最好的时
候，所为逢盛必衰，那时我们企业就有
11 月底，记者来到仙游工艺美术博 了忧患意识，开始考虑如果行情遇冷的
览城，在贡品轩的家具展厅内，不少家 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占领市
具具备时尚元素，红木沙发、坐椅垫 场。”张雁说，企业发展遇到瓶颈，就开
上放了现代软沙发的坐垫、靠枕，为 始基于传承传统与创意设计的综合
传统红木家具增加了舒适感。展厅销 考虑，把目标人群瞄准有实力的年
售告诉记者，这种款式被称为新中式 轻群体，于是便有了涉足新中式家
具的想法。
红木家具。
走上生产“新中式家具”的转型
“新中式的研发和生产，贡品轩算
是行业的先行者之一。”贡品轩古典家 之路后，贡品轩便开始不断的探索
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雁说，在新中式红 新木种、研发新款式。经过两年的摸
木家具榫卯结构、根源都是古典家具一 索，如今，贡品轩以白酸枝、大果紫
样的，主要的区别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檀为原材料的新中式家具生产比重
“因为传统的明清家具它传承就是传统 已达到 70%以上，形成了以“新中式
的明清元素，而新中式更加强调整体， 家具为主，高端红木家具为辅”的产
更加契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满足 业格局。
仙游县工艺美术局局长黄杰介
于当代人对于色彩的需求，对现代功能
绍，从去年开始，仙游的工艺美术产
的需求。”
如今，贡品轩的“新中式家具”走 业基本上都在转型升级，2015 年，

整个行业产值达到 348 亿元，4400 多家
行业企业内，70%以上都在生产新中式
家具。
为了更好的引导工艺企业转型升
级，由单纯开发高端市场产品向中高端
和大众化消费并重转变，仙游县政府也
在对仙作红木文化产业实施“一业一
策”，
扶持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周凌瀚

本报讯 （记者 卓晋萍 文/图） 12 月 13 日晚，一
场别开生面的“醉诗仙微醺之夜”葡萄酒品酒会在希尔
顿逸林酒店举行 （如图）。
近年来，消费者对葡萄酒产品的需求越发多元化，
入门级和易饮型产品成为消费趋势。在此背景下，张裕
顺势推出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入门级葡萄酒品牌——
—醉
诗仙，该系列产品共有五款，分别是赤霞珠干红、美乐
干红、蛇龙珠干红、贵人香干白和桃红葡萄酒，每款售
价非常亲民，仅为 60 多元。
记者了解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葡萄酒知识的
日渐普及，市民消费葡萄酒已经成为习惯，张裕葡萄酒
是我市特别畅销的葡萄酒。
张裕醉诗仙的葡萄原料产自新疆天山北麓葡萄园，
有着天山葡萄的新鲜果香。2014 年，在“首届中外百元
葡萄酒盲品大师赛”中，醉诗仙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力压
百余款中外葡萄酒，夺得盲品大赛的冠军。
酒会上，台湾知名葡萄酒作家齐绍仁以及知名葡萄
酒专家林殿理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人生中第一次喝葡萄酒
以及相遇“醉诗仙”的情感体验。齐绍仁说：“醉诗仙
口味柔顺、随性不拘，是一款百搭的葡萄酒。大家可以
不用去追求价钱，只享受属于醉诗仙的“微醺”感觉，
欢乐又自在。” 林殿理品评醉诗仙，“清新、甜美、柔
和，非常值得年轻人的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