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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1年（第 28届）中国国际
体育用品博览会在成都盛大开幕。作
为深圳 2011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球
合作伙伴，361毅携大运会全系列装备盛
装亮相。

作为目前中国惟一的国家级、国
际化、专业化的体育用品展会，也是目
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
体育用品展会，中国国际体育博览会
一直都是国内外众多体育品牌进行战
略发布的平台。多年来，361毅始终将体
博会作为企业战略发布的绝佳契机，
从 2008年的奥运营销战略发布、2009
年的“多一度热爱”的全新品牌战略，
再到 2010年的亚运战略主题呈现以
及此次体博会上大运系列的重磅亮
相，361毅一直以昂扬的热情和全新的

视角，不断整合来自全球设计、科研和
人体工学等方面的顶尖团队，实现科
技研发的全面升级，希望其专业装备
除了能够助力运动员驰骋赛场外，也
能够在体博会的广阔空间里接受业内
外专业人士的检阅，全方位地展现品
牌发展态势。

今年体博会移师成都，主题 “一
路，我们同行”，象征体博会与体育用品
行业同行，与所有体育用品企业同行。
在鼎力支持各类赛事的过程中，361毅用
热爱同行，通过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
高端产品以及为优质的体育资源匹配
更优秀的研发平台，再次将对体育的
热爱与技术创新、设计、生产等企业综
合实力进行有机的结合，为中国体育
走向世界做出了生动诠释。 （陈 芳）

海西潮涌，万商云集。5月 18日上午，第十三届海峡两岸
经贸交易会、第八届中国福建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5·18”活
动）在福州隆重开幕。

本届“5·18”活动是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海峡两岸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ECFA）实施第一年、国务院批准《海峡西岸经
济区发展规划》和福建省代表团赴港澳访问取得丰硕成果的
重要时机下，举办的新一届海峡两岸经贸盛会。今年的海交会
继续突出“对台交流，互利双赢”主题，通过展示 ECFA 早收清
单产品及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发展成果、举办 ECFA 实务研讨
会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商品交易、推动两岸产业互补
链接、增强两岸双向投资、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努力打造“立足
海西、联结两岸、面向世界”的一流经贸盛会。

为更好地引导企业用好自贸区优惠政策，福建省外经贸
厅 18日在展区全国率先举办自贸区产品展。展会重点展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EPA 项下的零关税、低关税商
品。来自中国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东南亚美食、时尚
家居用品、保健品、珠宝首饰、玩具、服装服饰等，具有展品种
类丰富、尽显生活气息等特点。福建省外经贸厅希望此举为促
进自贸区市场的拓展搭建新的贸易平台。

当天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还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有
74个项目上台签约，其中，外资项目 45 项，总投资 22.4 亿美
元；内联项目 26项，总投资 107.7亿元；闽台教育合作协议 3
项。

与往届相比，今年“5·18”活动主要呈现五大特点：落实
《规划》初见成效，办展规模不断扩大，ECFA 主题更加聚焦，交
易功能明显增强以及文化特色逐步凸显。

与往年相同，今年的海交会依然是福州市项目洽谈签约
和动工投产最密集的时期。丰硕的签约成果，充分展示了福州
市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
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显著成效，也是省会中心城市全
面贯彻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具体体现。如今的
海西省会中心城市福州正站在新的起点，面临新的形势，紧紧
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努力推动科学发展新跨越。 （高建生）

县域经济

五月的晋江，绿意尽显，在诸多建
设现场，不少项目已见雏形。走过梅岭
组团，随处可见繁忙的场景。这近7300
亩的总用地，用于公园、人工湖等公共
空间和生态养护的面积约占40%，而
真正用于开发的用地面积只占29%。
作为迄今为止晋江规模最大的旧城改
造项目，梅岭组团的未来让许多晋江
人充满期待，在这里一幅生机盎然的
画卷正愈加明晰。

回首发展历程，晋江令人惊叹。综
合经济实力连续17年居全省县域首
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10年保
持全国第5到7位。作为福建省县域经
济发展最具实力、最富活力的地区之
一，在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晋江
早已着手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研究借鉴
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文章
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市场导向、顽强
拼搏、服务型政府等五条启示。今年4
月29日，福建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工
作会议在晋江召开。在会上，福建省
委书记孙春兰就深入学习新时期晋
江经验强调要敢于先行先试，不断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同是这次会上，福
建省代省长苏树林就学习推广晋江
经验，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出
要培育有作为的企业家群体，当前抓
人才，通过多种途径壮大县域企业家
队伍。

一个县域奇迹般的发展必有其根
由，“晋江经验”正愈发受到多方关注。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
大地，一时间晋江的小作坊、小加工
厂、小贸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0
年，晋江已有500多家乡镇企业，经济
发展彻底由以农为主转向以工为主。
说及“晋江经验”，不得不提及政企良
性互动。这不仅是指在晋江发展历程
中，政府对企业发展的支持，更是指在
产业、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党委
政府极具战略眼光的超前引领和有效
服务。1998年，面对买方市场，晋江及
时提出“品牌立市”战略，出台激励政
策，对创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者奖
励100万元。2002年，晋江又提出打造
“品牌之都”战略。迄今，晋江已经兑现
奖励超亿元。2001年，晋江成立上市
办，设立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企业改制上市，成功上市的企业，市财
政奖励310万元。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晋江更
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早在

2006年，晋江就在全省率先建立“凡征
必保、即征即保”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
险制度。晋江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利民
惠民放在首位，在梅岭组团改建工程
中，虽然征迁只用了50多天，但制定征
迁方案用了100多天，仅座谈会、见面
会、征求意见会就开了100多场，修改
了20多稿方案，很多群众特别是拆迁

户提出的合理性意见，都得到了采纳。
2010年，晋江生产总值近1000亿

元，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财政
总收入突破100亿元；截至目前，晋江
已有32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数量居
全国县级首位。“爱拼才会赢”，晋江
的发展显示着敢闯敢为的魄力、展示
着勇往直前的气势。

坐落在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 8
号三源花园 6 -7# 的克丽缇娜 （国
际） 美容美体会所，其简约而不失
典雅的装修和一流的服务品质，为
福州增添了一缕芬芳，成为台江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打造完美至臻空间

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清晰可见
粉色的墙壁，恬淡而温馨。正对大
门，时尚简约的品牌造型，与方正
大气的服务台相映成趣；大门左侧，
高低错落的产品展示柜，与高雅的
水晶吊灯相得益彰。时尚不奢侈，
古典不古板，呈现了一场时尚与典
雅的视觉盛宴，也为消费者打造了
一个贴心私密的美丽空间。几近完
美的装饰再次展示了克丽缇娜的品
牌形象。

走进美容会所，犹如置身于
“人间仙境”，服务员甜美的笑容，
舒适安逸的氛围，轻松流淌的音乐，
瑰丽柔美的霓光……让人“流连忘
返”。为确保客户的舒适和满意，克
丽缇娜福州茶亭店所有客户使用的
产品，从毛巾到拖鞋都是甄选最优
质的，会员们可以尽享服务，尤其
是 VIP 会员，还拥有独立奢华的浴

室，温馨的布局足可让你“宾至如
归”。这一系列的举措无不代表着更
高的标准、更体贴的服务和更国际
化的趋向。

品质服务独树一帜

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追
求保养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渐趋向
年轻化。克丽缇娜独树一帜，提供

的护肤产品均依照东方女性的肤质
特点研制而成，全部使用纯植物天
然成分，精纯、温和，因而备受青
睐。

慕名前往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陈教授告诉记者，克丽缇
娜的整个程序都非常的规范，美容
师替她免费做完皮肤检测后，就安
排她先做个保湿护理。一个多小时
的脸部护理结束后，她的脸部皮肤

像“喝足了水”，饱满清新，皮肤变
得滑滑润润的，整个体验过程都让
她备感舒适。

年近 40 的某银行副行长郝女
士，是克丽缇娜福州茶亭店的 VIP
会员。郝女士向记者坦言，按照美
容师为她精心设计的个性化护理，
做完两个疗程后，她的肤色明显改
善了很多。之前 T 字部的暗黄和眼
角的细纹渐渐淡化，皮肤变得嫩白
而有光泽。

虽是刚开业，克丽缇娜福州茶
亭店的顾客已是络绎不绝。这得益
于克丽缇娜倡导的“医学为本、美
容为用”的多元化专业护肤理念，
得益于美容会所优越的地理环境，
更是得益于其品质贴心的服务。
作为美容连锁机构其中的一家

加盟店，也许有人会担心服务的标
准化。克丽缇娜福州茶亭店的张店
长告诉记者，事实上，无论新店老
店，公司都统一配送，统一发货，
统一价格。同时，克丽缇娜集团还
不断向新加盟店派送资深店长进行
“帮、带、扶”，以保证新加盟店的
服务质量。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春天里
播种一棵美丽的种子，来年将会开
出娇艳的花朵。相约美丽人生，克
丽缇娜福州茶亭店已向您伸出真诚
的橄榄枝。

玲颖本科学的是工商管理，成绩优异。毕业后，她为提升自
我又继续考研深造，如今在厦门大学攻读法学。07年刚从象牙
塔里走出来，玲颖竞聘到工行基层工作，而后因工作需要，被调
到省行办公室工作。

渐渐的就与玲颖成为了朋友，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她既活
泼开朗又亲切随和，同时还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每次与她沟通都
能迸发出思维交锋的火花。或许是由于她经历过的场面较多，多
次见识过大人物，又在基层锻炼过，养成了全面、深入、客观的思
考习惯。说来挺巧，她也曾算是我的同行，在大学期间就因为文采
斐然多次在媒体实习，采访过当时的福建省委领导，发表了多篇
文章。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去年有一天，玲颖跟我说想辞职下海经商。刚开始我不置可
否，只当她开个玩笑说说而已。在银行工作，稳定，福利好，收入
高，有谁会放弃这份工作？工行的门槛相当高，能进去的都得通
过层层的考核筛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都没门，她居然
要放弃？所以后来玲颖辞职的消息传了过来，我一时真难以相
信。

玲颖辞职时，行里上上下下都很舍不得，屡次挽留她。但她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多数人都表示很不理解。我去问她原
因，她只是淡淡地说，这份工作工资、福利待遇好是好，但这并不
是她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她非常感谢这三年来领导的栽培和同
事的帮助，使她在工作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今，是时候放手
去追逐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她坦言，现在只不过是个过渡期，是她用来积攒第一桶金的
平台，今后她还有着更远的事业目标。

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果敢和魄力。有几个人敢像她这样做？大
多数人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渐渐遗忘了当年的梦想，失去了奋
斗的激情，沦为生活的奴隶。她这般毅然放弃前途无量的工作，
而转身投入风波诡谲的商界，无畏无惧地追逐人生理想，叫人心
生敬佩和祝福。

玲颖性格历来低调，不喜张扬。她说，现在创业之初也会遇
到诸多问题，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踏实走好每一步路，义无反顾。

玲颖印象
克丽缇娜茶亭店：缔造美丽驿站

章少英 吕晓艺/文

工业总产值突破 2000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 100亿元
晋江竞争力连续 10年全国前十
本报记者 高建生/文

第十三届海交会
第八届商交会开幕

361毅携手大运会全系列亮相体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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