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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缕轩是中国高端西服定制品牌之一，也是西装
定制的行业引领者。金缕轩的主要定制产品和服务包
括西服、旗袍、衬衫、礼服、大衣、皮鞋、生活品味沙龙
等。金缕轩采用顾问式量体服务，创建独立全面的数
据库，使每一位客户都能一步到位采购到满意的服
饰。创始人王丽媛希望通过金缕轩的努力，使中国服
装定制市场价格和流程能够更透明化，老百姓能够穿
得起性价比更高的定制西装。

作为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创新
性高级定制企业，金缕轩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发
扬传统匠人精神，不断成长为引领国内高级定制潮流
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金缕轩北京工厂有多名资深专业
技术人员，拥有智能制造4.0生产流水线和全手工生产
制造两大板块，可以在量、质上满足个人个性化定制和
企业团装的需求。

据王丽媛介绍，西装一般有粘合衬、半麻衬、全麻
衬这三种，很多市面上的品牌其实用的都是粘合衬，
金缕轩用的半麻衬居多。金缕轩在针线、拉链、扣子、
面料以及辅料方面用的都是目前最好的材料。一个不
起眼的扣眼，金缕轩采用“手工驳头眼”，全手工缝制，
每个扣眼都要历时一小时，经过手工约 230 针的缝
制。扣眼表面突出，富有质感，缝线匀称紧致，光滑细
腻，堪称艺术品。由于西装面料加了内衬，系扣部位
较厚，金缕轩采用“钉扣绕结”技术，通过绕钮抬高钮

扣，留出空隙，既便于系扣，又保证系扣部位的平整美
观。金缕轩采用以天然马尾和棉纱纬编织而成的马
尾衬，弹性较大，抗皱性佳，保持了西装的立体挺阔，并
且透气性好、天然环保。最细微的钮扣，金缕轩也是采
用精细研磨的天然牛角扣，使用黑色水牛角为材料，经
过特殊的技术加工而成，其特点是光亮、耐磨、抗压，不
易褪色，天然纹理凸显质感，搭配西服锦上添花。金
缕轩甄选英国、意大利等全球顶级面
料，按照英国萨维尔街的定制标准，
融入与国际接轨的设计理念，秉持一
针一线手工制作的传统匠人精神，完
成每一件产品。

弘扬服饰文化、引领穿衣理念、
彰显定制魅力，这是金缕轩联合创始
人王小清的初衷和梦想。王小清经
常说，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穿
衣打扮的质量也在提高，我们就是要
满足这种需求，引领这种需求。金缕
轩拥有专业的形象服务团队和搭配
设计师，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定制服
装，力求将最完美的品质落实到一针
一线上，传承手工工艺，在与国际潮
流接轨的同时，坚持创新研发，为客
户提供最合适的私人定制服装。金

缕轩不仅有着创建民族品牌的初衷梦想，也有着坚守
实业、做好实业的坚定信念。金缕轩希望能够做成并
推广中国未来的服装定制4S店，让顾客可以快捷便利
地选择定制式样，让定制服装惠及更广泛的人民群众，
不断提升中国人的穿衣品质和穿衣形象。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的需求，金缕轩一直在努力奋斗！

徐立星

今年6月以来，河北省辛集农商银行党委班子号召全辖39家基
层行社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夜校活动。通过走进乡村普
及农村金融知识，强化公众对金融政策法规、金融产品及现代金融
支付工具的了解，全面提升公众防范和识别金融风险能力，至今该
主题夜校活动已开展80余场。

扎实开展早准备。为确保活动开展扎实有效，该行成立了“主
题夜校”活动领导小组及时督导，选出一批语言表达能力好、业务能
力强的员工组成宣讲团，定期组织讲解员职业素养培训。下辖各支
行积极与村两委、社区负责人沟通联系，邀请乡镇包村干部、驻地派
出所、供电所、社保所、文化站等部门参与授课内容。

百姓感慨夜校好。“辛集农商行来咱村开夜校、讲知识，他们把
金融讲堂搬到了咱们家中，把金融知识送到了咱们手中，他们是离
咱们最近，最值得信任的银行！”辛集市豆家庄村支书冯敬坤感慨
道。派出所民警围绕用卡安全、防诈骗知识，供电所人员围绕电费
业务与金融安全，人社部门围绕社保卡常识等方面内容进行讲解。
在金融知识讲解过程中，文化站组织表演了战鼓、扭秧歌等地方特
色文化节目。

秉承初心展未来。在主题夜校活动现场，该行建立农信微信交
流群，现场村民纷纷入群互动，增进村民与农商行沟通交流，实现线
上线下互动，打通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增
添了新活力。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五次
年会暨 2019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
览会8月30日在石家庄市隆重召开，来
自国内外乳制品生产企业、相关服务企
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企业家、专
家、管理人员，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近
5000余人出席会议。

CGD论坛
传递世界乳业声音

8月 31日上午，第二十五次年会开
幕式暨 2019中国全球乳业（CGD）合作
与发展论坛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延
敏司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马纯
良司长、石家庄市副市长周刚、国家海
关总署唐光江巡视员、农业农村部邓
兴照处长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国 际 乳 品 联 合 会（IDF）主 席 Judith
Bryans、美国乳品出口协会主席 Tom
Vilsack、新西兰乳制品公司协会主席
Malcolm Bailey 出 席 开 幕 式 并 致 辞 。
法国农业食品委员会、法国国家乳制
品行业协会、法国乳品公司、澳大利亚
乳业局、爱尔兰食品局的相关官员以
及乌拉圭国家奶业协会的负责人出席
大会。来自国内外的乳业专家、科学
家以及从牧场到市场全产业链、供应
链、乳业投资等相关领域和机构的代
表参会。

此次年会的主题是“中国：世界的
乳业”，议题既突出了延伸全产业链，又
体现了科技创新；既有行业关心的主
题，又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聚焦的话
题。在全球乳业一体化的形势下，大会
更加突出了国际化。

石家庄市副市长周刚在致辞中
说，石家庄是传统的乳业大市，近年
来，石家庄紧紧围绕重振乳业、重塑品
牌，全力推进全产业链发展，在优质奶
源基地建设、乳制品领军企业培育、乳
品质量提升、乳品品牌创建等方面打
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超常规的政策

组合拳，推动了石家庄乳业、河北乳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在今后的发
展道路上，希望联合多方力量，携手振
兴中国乳业。

君乐宝集团董事长魏立华表示，在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全行业的共同努
力下，中国乳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国内大型企业在奶源指标、工艺技
术、产品品质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尤其是国产奶粉质量安全实现了跨
越和反超，国产奶粉迎来全面振兴的时
代。君乐宝集团着力推动乳业的高质
量发展，努力实现质量最优、品牌最强、
社会最放心、消费者最满意。君乐宝集
团2018年销售额突破130亿，同比增长
28%。

质 量 创 新
迈上新台阶

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延敏司长指出，
70 年来，我国乳制品面貌发生巨大变
化，成为新中国食品工业一张亮丽的名
片。乳制品行业应在发展基础上更深
入实施乳制品行业的三品专项行动，引
导乳品企业把质量作为最重要的生命
线，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追溯体系，
广泛开展智能制造，走创新驱动发展
道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马纯良司长
表示，目前，我国乳制品的生产设施设
备、管理技术等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发达
国家的水平。2018 年全国乳制品产量
3176万吨，人均乳制品消费量34.3公斤，
比2000年增加了3.1倍。乳制品国家监
督抽检的合格率持续保持在 99%以上，
2018年乳制品整体抽检合格率为99.7%，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合格率达到99.9%。

国家海关总署唐光江巡视员表示，
近年来，进口乳品来源不断增加，国内
食品行业对乳品原料的需求得到更好
的满足，进口乳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
高。截至目前，获得我国进口乳品准入

资格的国家和地区达到50个，境外企业
已达2627家，乳品生产企业103家。

农业农村部邓兴照处长提出，70
年来，我国乳品产量实现连续跨越三
个千万吨，并总体保持稳定；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了新跨越，2018 年乳业标准
化程度、规模化程度已经达到 61.4%；
质量安全实现了新跨越，规模牧场的
生鲜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乳制品抽
检合格率位居前列。农业农村部将每
年支持一百万亩高产优质苜蓿基地建
设，按照一头奶牛配 3-5 亩土地的标
准，解决吃饲料和排粪污的问题，实现
生态协同发展。

中 外 嘉 宾 热 议
全球乳业共同发展

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主席朱蒂
斯·布莱恩（Judith Bryans）表示，全球乳
制品行业需要携手合作，改善生态环
境，保障产品安全及营养，提升人民生
活水平，助力人民摆脱贫困。朱蒂斯提
到，部分国家认为乳制品含有饱和脂肪
酸而忽略了乳制品富含营养，行业要引
导政府有关部门和消费者妥善对待乳
制品。

大会论坛上，全球乳业精英共同
探讨国际乳业发展趋势、中国乳业未
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交流合作中的
经验及成果。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
剑秋作了题为《让世界乳业走进“中
国时刻”》的演讲。他表示，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一带
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全球乳业正
在迈入合作一体化、消费多极化、生
产智能化的新时代。站在全新的历
史起点上，全球乳业正在走进“中国
时刻”，立足新起点，中国乳企要勇担
新使命，紧紧围绕“三提升两建设”，
促进全球乳业的共同发展，实现“让
世界共享健康”。

蒙牛乳业副总裁李鹏程做了《实

现乳业可持续发展·守护人类和地球
共同健康》的演讲。李鹏程介绍，蒙牛
在乳业绿色发展道路上进行了诸多有
益的尝试和实践，以源于资源、分享自
然、回馈资源的思维，探索牧场经营与
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模式，走绿色优
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蒙牛实施绿色
运营，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秉承
绿 色 设 计 、绿 色 产 品 、绿 色 生 产 的
原则。

光明乳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濮韶华
以《夯实根基，创新发展，争创百年企业》
为题发表演讲。他介绍，光明乳业从四
个方面着手，踩实甲板，稳控风帆，在夯
实根基的同时，勇于开拓创新，为企业的
长远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和创新基因。
一是加快产业链建设，夯实产业基础，保
持健康平稳发展；二是加大企业技术与
产品创新，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三是实施
质量管理升级，以品质赢得消费者信任；
四是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快国际业务发
展，树立中国企业新形象。

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作了《中国
乳业聚力发展》报告。冷友斌说，目前
中国乳业已经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之势，
但在自信的同时也应看到自身不足。
他认为，应运用好“术”解决今天之困
局，运用好“道”解决明日之困局。“我们
要敢于面对未来的挑战，只有中国乳业
聚力发展、集体强大，才能实现中国
——世界乳企。”

除了主论坛，本次年会专题论坛为
与会代表搭建了高端交流平台，组织了
婴幼儿配方乳粉及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论坛、液体乳工艺及产品科技创新
发展论坛、中国乳品消费及市场国际化
发展论坛、国际乳业合作与技术创新发
展论坛、乳品原料供应与冷链物流现代
化论坛、检验检测技术论坛、乳业投融
资市场论坛。

乳业技术博览会
呈现三大亮点

作为年会的重要内容，2019年中国
（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同期在正定举
办。今年首次举办的中国（国际）乳业
技术博览会，其前身是乳业技术精品展
示会，共举办了十八次。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刘美菊介绍，此次博览会呈现
以下三大亮点：一是规模创新高。展
出面积愈 2.5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25%；展位 1200 个，比上年增加 30%；参
展企业 260 余家，比上年增加 37%；新
增参展商占 32%。二是展示内容更加
丰富，包括原料乳板块、加工机械板
块、包装和包材板块、配料板块、检验
检测仪器板块五大板块；本次展会首
次设立了优质牧场展示区，展示现代
储奶设备和冷链运输设备，全面涵盖
了乳制品全产业链生产及服务，26 家
优质奶源供应商首次参加乳业技术博
览会。三是突出了国际化，参加本次
博览会的展商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
等十余个国家。

辛集农商行主题夜校普知识

（陈汝健）

论坛现场 （资料图片）

李 彬

中国乳制品量增质高获得消费者信任
全球乳业正在迈入合作一体化时代

金缕轩时装展示区金缕轩时装展示区 （资料图片）

—北京金缕轩西装定制品牌的“针功夫”

一 针 一 线 皆 匠 心一 针 一 线 皆 匠 心

金秋时节，地处渤海湾的河北唐山曹
妃甸区天蓝水碧，各产业园区厂房林立，深
水大港船只如梭。位于新城区栖霞社区的

“曹妃甸专家楼”更是格外靓丽，每天早晚
都有许多专家在小区广场上休闲健身。据
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孙贵石介
绍，这是曹妃甸区为服务高端人才而设立
的专家公寓。

近年来，曹妃甸把加强人才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大力引人才、超前育人才、真诚
留人才，坚持把政策向人才倾斜、为人才搭
建平台、靠人才推进成果转化，为全区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仅近两年就引进
各类人才 8000 多名，其中高层次人才 600
多名，新增人才创新平台 80 个，全区人才
资源总量达4.3万人。

依靠政策吸引人才，真情为各类人才
创造良好工作生活环境。为吸引各方优秀
人才，曹妃甸区委、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制度，在资金和服务保障方面，今年设立
人才专项扶持资金3000万元，储备人才公
寓房源420套，落实“凤凰英才服务卡”，完
善编制服务保障制度，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从户籍管理、配偶随迁、子女入学到医疗保
健、社会保险、工商税务、金融旅游、金融和
住房保障等各方面的优质服务，构建起具
有曹妃甸特色的人才政策体系。

搭建广阔平台，切实让各类人才有用
武之地。对此，曹妃甸紧紧围绕产业发展
需求，创新探索出了“产业项目+科研平
台+人才团队”模式，以建设产业研究院引
进院士工作站、央企、京企研发和工程中心
为重点，汇聚了一大批高素质科技创新人
才，成功打造了一批高端化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在规划面积 11.94 平方公里的曹妃
甸科技创新产业园，围绕“人工智能+大数
据+产业+互联网”模式，华为云计算中心
已经上线运营，机器人产业研究院、逐梦众
创空间、燃麦众创空间、浩德互动、比源科技等43个项目已经入驻园
区。为推进校企平台建设，曹妃甸还制定《加快推进校城融合发展
工作实施方案》，共建研发机构、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18所，为企
业提供优秀毕业生8000多人。

高端培训育人才，全力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智力人才保障。立
足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搭建培养新型职业平台，曹妃甸区制定
实施了《企业家五年培训规划（2018-2022）》，与天津大学签署高端
教育培训框架协议，积极探索企业家和人才工作者系统性综合培训
新模式，打造了企业家与企业发展的实效对接、人才工作与体制机
制改革共同创新的新局面。根据不同产业体系需求，先后组织上千
名企业家分别到华为、腾讯、阿里等名企及南开、清华、宁波、苏州、
杭州等地进行高端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大大提升了企业家全球化
视野。同时，围绕选树典型、培养方式、资金投入等方面加大力度，
着力培养一批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质量技能人才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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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成立（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成立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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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与推动全域旅游，广西创新打造
“绿色生态运动”的广西体育旅游品牌，走好走实“山、海、边、民”的
山水民族特色体育旅游发展道路。

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全域融合，全面推进体育旅游产业提
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广西制定《广西体育强区设施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百千万”的重点设施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国家体育总局
与自治区政府共建100个体育综合体、1000个社区健身中心和体育
公园、10000公里健身步道。

打造五大体育旅游产业，强化精品示范工程引领和带动，丰富
体育旅游产品和多元业态。依托山水资源，大力推进户外体育旅游
产业开发；传承壮乡文化，弘扬发展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加强开放合
作，合力构建东盟体育旅游产业；促进体养融合，创新发展旅游健康
体育产业；做大赛事策划，激活引爆竞技体育旅游产业。

培育体育旅游赛事品牌，2019年重点举办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
赛、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
巡回赛、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等国际大赛及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
力赛、中国-东盟国际马拉松赛等面向东盟的赛事活动。

（庞革平、李纵）

广西加快发展体育旅游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