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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霍少轩 通讯员

杨文月）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维护市场秩序，安新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会同公安

局、教育局、农业农村局及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了整治食品药品安全

问题联合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开展以来，

该县对保健食品行业、学校食堂、

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

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农产品和

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药械

经营及使用单位进行了全面的梳

理检查，并开展了蔬菜农药残留

专项整治、猪肉及猪肉制品安全

专项整治等多项行动。

截至目前，该县联合行动对

保健食品行业生产经营主体检查

118家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

份；对学校食堂、供餐单位及校园

周边食品经营者检查126户次，约

谈2户，责令整改2户；对食品生

产经营环节检查经营主体629户

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38份；对

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

体检查 215 家，药械经营企业 3

家，医疗机构13家，连锁2家，批

发企业1家，责令限期整改5家。

记者：是何种机缘巧合使你

走进服装行业的？

陈雅静：说到机缘巧合，我

在学校学的是财务专业，毕业

后在本地一家外贸服装企业工

作。对服装行业完全陌生的

我，进厂后每天都坚持在车间

学习、跟踪生产进度、监督产品

质量。当时，服装外贸加工行

业刚刚起步，生产供不应求，我

们的工作强度也非常大，无论

严冬酷暑都有连续加班赶货的

情况。回想当时的日子，虽然

辛苦，但非常充实。这为我的

服装之路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以后的日子里，服装对于

我而言，不再是谋生的方式，而

是发自内心的深深挚爱。2013

年 11月，我成立了河北卓依服

装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伊始，

我虚心向国内同行学习，与成

功的企业家探讨服装发展方

向。正是这些前辈给了我做品

牌和高级定制的方向和信心！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河北卓

依服装有限公司的情况。

陈雅静：我们公司主要经营

纺织服装、纺织品、鞋帽制造等

销售。我们始终坚持为客户提

供最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建

立健全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用共赢开放的经营理念，全新

的管理模式和热情周到的服

务，真诚用心服务每一个客户。

公司旗下共有两个品牌：

“HB&JOE”和“ 白 洋 泛 ”。

“HB&JOE”注册于2015年，同

年推出以该品牌为主的服装定

制业务。2018 年，“HB&JOE”

荣获“河北省成长性服装品

牌”。今年，公司荣获了“河北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荣誉称

号。“白洋泛”注册于2018年，寓

意泛舟白洋淀，体现雄安范

儿。产品主要是以白洋淀为主

题，设计元素包括“荷花”“芦苇”

“金蝉”等一系列白洋淀元素推

出的服装及其他文创产品。

目前，卓依服饰以高级定制

时尚个性成衣为主，提供一对

一定制服务，传承中国传统手

工工艺，创新改良传统工艺文

化，诠释人文经典服装作品，服

装产品行销国内外。

记者：你是如何理解雄安新

区成立这一历史机遇的？

陈雅静：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当这

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落在家

乡时，我和所有的雄安人一样，

感到无比的自豪。

新区的成立，对于容城服装

行业来讲，即是历史性的挑战，

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新区

成立之前，因为生意不太好做，

我也曾一度想放弃服装生意。

新区成立后，我觉得机会来了，

便从上海回到容城，开展服装

定制业务，因为感觉到当地居

民能接受新鲜事物了。以前定

制服装，本地人都觉得贵。现

在，人们穿了定制生产的西装

后，再回过去穿流水线生产的

西装，感觉确实不一样。所以

说，机遇大于挑战，企业就要不

断地进行创新升级。

记者：你是如何借势雄安提

升卓依服饰品牌影响力的？

陈雅静：新区成立之前，公

司主营外贸出口，给国外知名

品牌做代工，利润率很低，只有

5%-8%，而终端售价却高达几

千元。这也曾是我心中挥之不

去的痛。2015 年，卓依服饰开

始尝试转型，做服装定制，打造

时尚品牌。因为是容城本地公

司，受当地消费环境的影响，大

部分人消费理念还无法接受服

装定制的价格，不了解一人一

版量身定制和流水线的区别。

那时，公司一年也就能定制

200—300套衣服。

“雄安新区”的标签，不仅是

百姓的关注，更为全球人所瞩

目。我们除了研发设计新产

品，还从包装设计、款式风格和

市场定位进行全面调整，还先

后参加了2017年 9月举办的白

洋淀(雄安·容城)国际服装文化

节。2018 年 7 月，作为新区的

服装企业，我们受邀参加了深

圳时尚时装周展；2019 年 4 月

份，参加冀深服装产业对接交

流系列活动。在冀深服装产业

对接交流系列活动的高峰论坛

上，我也有幸作为嘉宾上台与

服装行业的大咖一起交流。这

次机会非常难得。它所带来的

不仅是企业知名度的提升，更

是卓依服饰品牌的有效传播。

尤其是 2018 年，在容城县

政府组织下，我们与雄源集团

等本地企业打造的“‘白洋泛’

原创设计秀”亮相“时尚深圳

展”，得到了国际品牌的待遇，

更坚定了我走品牌之路的信

心。我们卓依服饰定位中高

端，打造雄安品牌，经过不断努

力，今年有幸入围“河北十大品

牌”，并被评为“服装个性化定

制试点企业”。

记者：面对服装行业的激烈

竞争，卓依服饰是如何实现快速

发展的？

陈雅静：加快服装行业的转

型升级是大趋势，既是服务国

家的需要，也是雄安新区的发

展要求。我们对标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产品品

质，让消费者重新认识雄安民

企，让他们见证从“雄安制造”

到“雄安智造”的改变。我们对

标国际一流，聚焦绿色环保，加

快创新，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不

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

企业的发展。我们引进了国内

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积极向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迈

进，坚定了与新区共成长、同发

展的决心。

记者：你们是如何参与新区

建设发展的？

陈雅静：两年来，卓依服饰

作为一家有责任的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新区各项活动。今年

5月20日，容城县启动河西村、

龚庄村集体土地征收签约工

作，标志着雄安新区第一批城

市建设用地转用征收工作进入

正式实施阶段。

为此，公司为6个驻村征迁

工作组赶制出了一批“助力雄

安”T恤。为保证穿得舒服，我

们全部采用速干面料，透气排

汗，保证最大程度上的干爽 。

5月27日，我带队将捐赠的T恤

送到驻村工作组成员手中。

记者：你面对“未来之城”的

建设发展有何设想或计划？

陈雅静：面对“未来之城”雄

安的建设发展，作为企业要跟

上其发展的步伐。我们卓依服

饰始终不断创新，因为只有创

新，才是一个企业保持可持续

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持续做

品牌，拥有有影响力的品牌才

是服装行业的唯一出路。

千年大计，文化当先。作为

雄安新区的企业，就要做雄安

的品牌。我们以雄安本土的元

素做延展，融入悠久的历史文

化，制作一些富含雄安特色的

服装、服饰、文创等产品，让消

费者了解雄安；也真诚欢迎有

理想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加入我

们的团队，只有在实现自己价

值的同时，才能为雄安服装文

化贡献力量。

时下，我们的品牌“白洋泛”

已经在筹备当中了，不久将在

一二线城市设立形象店，在叫

响全国品牌的同时走向世界。

未来，伴随着雄安新区的发展，

卓依服饰一定会带给世人更有

品质的生活。

——对话河北卓依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雅静
□记者 王渊

作为雄安儿女，她传承创新中国传统手
工工艺，诠释人文经典服装作品，在传统
服装行业中崛起；作为容城服装行业的新

秀，她率先尝试企业转型升级，做高端服装定
制，打造时尚品牌。她执着于雄安文化，以白洋
淀元素为主题，做“白洋泛”品牌，体现雄安范
儿。日前，记者采访了河北卓依服装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雅静

本报讯（通讯员臧楚天）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按

照中央、省、新区管委会有关工作部署，在银保监部

门的引领推动下，新区金融体系得到快速发展。截

至三季度末，全区银行业贷款总额突破300亿元，达

到311.15亿元，同比增长37.62%。

据了解，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和中信、光大等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入驻雄安新区。雄安新区

三县均已设立村镇银行。中银富登投资管理型村

镇银行也已获批筹建。目前，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已达18家，网点数达到135个。在架构不断壮大的

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信贷业务为主的各项金融

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正在源源不断地为新区建设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

深入餐厅进行检查深入餐厅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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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9月举办的白洋淀(雄安·容城)国际服装
文化节，到2018年 9月举办的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
文化节，尤其是2018年 7月，在容城县政府组织下，卓
依服饰与雄源集团等企业打造的“‘白洋泛’原创设计
秀”亮相“时尚深圳展”，得到了国际品牌的待遇。传
统的容城服装产业如今已成为雄安新区服装行业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通讯员王永 尹东阳）北京车务段白沟

站日前接到D6657次车长电话，称有2名盲人旅客

在白沟站下车，请车站协助旅客出站和转乘汽车。

该站客运值班员立即安排对接。在D6657次3号车

门处，客运员张军见到2位盲人旅客后，搀扶着二人

到爱心电梯处。随后，客运员沈功山又继续引导2

位盲人出站并协助其搭乘出租车。

北京车务段白沟站
爱心帮助盲人旅客

街头开展宣传街头开展宣传。。

雄安新区
银行业贷款逾300亿元

传统的容城服装产业如今

已成为雄安新区服装行业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从2017年9月举办的白洋

淀(雄安·容城)国际服装文化节，

到2018年9月举办的第三届白

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尤其是

2018年 7月，在容城县政府组

织下，卓依服饰与雄源集团等企

业打造的“‘白洋泛’原创设计

秀”亮相“时尚深圳展”，得到了

国际品牌的待遇。河北卓依服

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雅静说：

“我们终于叫响雄安服装品牌

了！品牌是企业发展的生命。

市场认可度高，产品价格就高，

企业的效益也就好了。”这也昭

示着容城服装业正在转型升级

中实现华丽的转身。

罗萨服饰是雄安本土服装

企业。创业30余年的总经理李

迎春说，新区成立后，企业加快

转型步伐，走高端定制、品牌升

级、智能制造的道路。“我们要积

极创新转型，不断提升产品的品

质，跟上新区发展的步伐，与雄

安共成长。”月上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牛顺来表示。

与罗萨、月上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金森、万发等新区企业。这

些民营企业一起转型发展，联合

注资成立雄源集团公司，在完善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标国际一

流，聚焦绿色环保，加快创新，增

加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

今年4月，容城县组织雄源

集团、万发集团、月上服饰、卓依

服饰等4家服装企业，代表雄安

新区参加了在石家庄市举办的

2019冀深服装产业对接交流系

列活动。容城服装企业分4个展

位在1号馆入口显要位置展出，

展品包括衬衫、休闲装、羊绒大

衣、户外、女装等，均是厂家自主

研发设计的最新款式。产品突

出“时尚化、原创化”特色元素，

时尚的款式、精致的做工吸引了

大批客商关注，再次提升了容城

服装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今年 7 月，第十九届中国

（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

会在深圳举行。融入雄安因素

的容城服装产品展示了新区成

立两年来转型升级的成果，让观

众零距离感受时尚雄安服装魅

力，成为本届时尚深圳展上的一

大亮点。河北雄源集团与深圳

市赢家服饰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意向，成为赢家公司在雄安新区

的个性化定制示范试点，为雄安

自有品牌个性化定制奠定基础。

私人定制已成为时尚服装

产业的发展趋势。2017 年 5

月，北服容城时尚产业园借助北

京服装学院的师资团队，以设计

为突破口，打造时尚产业。一位

设计师表示，相比单纯的批发生

产模式，加入原创设计后，服装

的利润至少提高了20%。

如今，雄安新区的服装企业

为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企

业发展个性定制，顺应时尚服装

产业潮流，提高个性定制产品有

效供给。“我们采用3D数据扫

描，采集人体数据。基本上五六

秒钟，身体的126个数据，包括

身高、腰围、裤长等都能采集出

来，建成虚拟模型。你可以自定

义选择面料、版型、花色，虚拟空

间中就会生成。”津海集团总经

理薛新建说。

□记者 王渊王渊 孙文宾孙文宾 霍少轩霍少轩

————容城服装业转型升级实现华丽转身容城服装业转型升级实现华丽转身

锦绣中华锦绣中华··时尚雄安盛典暨颁奖晚会时尚雄安盛典暨颁奖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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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响雄安服装品牌叫响雄安服装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