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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漢壽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101靈堂
擇訂三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時安奉於聖國
聖樂堂，擇吉日再出殯	 	

黃蔡幸君

逝世於三月廿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七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許榮旋

（晉江龍湖秀茂）
逝世於三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二樓八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上午八時出殯	 	

邱于堆

（石獅市錦尚鎮厝上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黎牙實備市聖彼得殯儀館靈堂
擇定三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流芳百世

c

訃告
施並忠

（晉江鈔厝鄉）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擇訂三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出殯	 	

陳茂萱

（晉江深滬）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三月廿七日出殯	 	 	

洪我郁

（英崙）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302號靈堂
擇訂於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出殯	

蔡吳素華

（晉江市東石鎮洋宅村）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I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三月廿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柯躍安

（晉江羅山金塘）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擇訂三月廿四日上午在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H座靈堂設靈
越日三月廿五日上午七時在巴示火化堂
舉行荼毗	另訂期返故鄉安奉		

許志強捐
世青菲律賓聯會福利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參議

委員許志強令祖母-許府王太夫人諡月華老

祖伯母（石獅市後花村）于二零二三年二月

二十五日（癸卯年二月初六日）壽終內寢，

享壽壹佰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其哲嗣賢昆玉，幼秉承先人庭訓，樂善

好施之美德，孝思純篤，熱心社會公益，守

制期間，仍不忘公益慈善，特獻捐菲幣貳萬

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淑理家屬捐
羅山中學校友會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本会

工商主任林門許淑理夫人，不幸於公元二零

二三年二月十八日因救治無效，在香港伊麗

莎白醫院仙逝，享年五十八歲，香銷玉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許淑理家屬孝思純篤，秉承先人樂善好

施之美德，守制期間，猶不忘慈善公益，特

獻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吳清泉捐菲華電視台
菲華電視台訊: 本台顧問吳清泉令德配

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於二雹二三年三月四

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

壽五十八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吳清泉先生一向關心社會，熱心公益，

悲慟亦不忘發揮善舉，特捐本台福利金菲幣

一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

予以表摥，並致謝枕。

吳清泉捐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

中呂宋分會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中呂宋分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吳清泉先生令德配何晶晶夫人

不幸於客月辭世，寶婺星沉，慈雲失仰，軫

悼同深！飾終令典，禮殯儀式，白馬素車，

極哀哀榮！清泉先生一向關懷會務，熱心公

益，痛失愛侶，扼腕悲愴，猶不忘發揚善

舉，特撙節靡費，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一萬

元，仁風廣被，殊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洪我郁逝世
旅菲英崙同鄉會訊：本會洪名譽理事長

我郁鄉賢，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下午二時二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

壹佰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

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二

室靈堂，擇訂於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

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為軫念洪名譽理事長我郁鄉賢生前熱

心公益，積極鄉運，為人和藹可親，公而忘

私，碩德昭著，本會爰訂於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下午八時，在其靈前舉行鄉祭致

奠禮，藉揚潛德，而發幽光！屆時，凡本會

理監事暨諸鄉僑等，務希撥冗出席參加祭禮

及越日之送殯進爐儀式，共表哀悼，而盡鄉

誼為荷！

邱于堆逝世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會邱諮詢

委員于堆宗長（石獅市錦尚鎮厝上鄉）不幸

於三月廿三日上午八時壽終於黎牙實備市

ESTEVEZ MEMORIAL HOSPITAL，享壽八十

有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現停柩於黎

牙實備市聖彼得殯儀館靈堂，擇定三月廿六

日（星期日）上午出殯火化於該殯儀館。

本會為悼念于堆宗老先生畢生熱心宗族

福利事業，任勞任怨，貢獻甚鉅，特訂三月

廿五日（星期六）下午八時聯合美骨區、北

呂宋區分會在其靈前舉行聯合族祭致奠，以

表哀思，而盡宗誼云。

曾丘宗親總會美骨區分會訊：本會邱

常務顧問于堆宗長不幸於三月廿三日上午八

時壽終於黎牙實備市ESTEVEZ MEMORIAL 

HOSPITAL，享壽八十有高齡，駕返道山，哀

悼同深。現停柩於黎牙實備市聖彼得殯儀館

靈堂，擇定三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火化於該殯儀館。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並襄理飾終事

宜。特訂三月廿五日（星期六）下午八時聯

合總會、北呂宋區分會在其靈前舉行聯合族

祭致奠，以表哀思，而盡宗誼云。

旅菲錦尚同鄉會訊：本會邱顧問于堆

鄉長（石獅市錦尚鎮厝上鄉）不幸於三月廿

三日上午八時壽終於黎牙實備市ESTEVEZ 

MEMORIAL HOSPITAL，享壽八十有高齡，

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現停柩於黎牙實備市

聖彼得殯儀館靈堂，擇定三月廿六日（星期

日）上午出殯火化於該殯儀館。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並襄理飾終事

宜。

許自章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許自章令德配，許府蔡

太夫人諡秀英（原籍晉江檀林鄉）亦即僑商

許“有賢”、有恒、有為、敏慧、慧芳、芳

儀賢昆玉令先慈，於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二

日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華僑義山之

原。

洪文郁逝世
和記訊：僑商洪文郁老先生（原籍晉江

龍湖崙上鄉）亦即洪祖銘、慶煜、祖輝、長

流、涇渫賢昆玉令先尊，於二○二三年三月

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仁醫

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302-CATTLEYA）靈

堂。擇訂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蔡仲源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蔡仲源令德配蔡府王

秋容（原籍石獅永寧下宅（霞澤）），亦即

蔡“建泰”、炳康、炳南、仁鳳賢昆玉令先

慈，於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晚十時三十

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二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5-

ANGELICA）靈堂。擇訂三月二十七日（星

期一）上午十時三十分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元宇宙旗艦店、工廠合夥人……看服裝業如何向「新」而行
新華社記者張辛欣

「要重新想像我們的生意，重新評估我

們的價值鏈，重新連接我們的客戶。」在近

日于京舉行的2023中國服裝論壇上，從業者

的一句話，道出當前服裝業的現狀。

從線上電商、視頻直播，到元宇宙旗

艦店，渠道加速變化；從柔性製造、個性定

制，到工廠合夥人，生產邏輯不斷顛覆。用

新技術、新模式、新理念應對挑戰、挖掘市

場，服裝業正向「新」而行。

新技術，科技與品牌「雙向奔赴」
「我從大年初一就開始接連出差，幾乎

沒有中斷過。這段時間圈內科技的一些進展

讓我覺得在被『追著跑』。」2023中國服裝

論壇，凌迪科技Style3D創始人劉郴在發言中

感慨，自己有一種「只爭朝夕的感覺」。

技術變革日新月異。對服裝業而言，不

僅要跟上風向標，更要在這個過程中用好技

術價值，賦能產品、服務用戶。

這是一場科技與品牌的「雙向奔赴」。

論壇期間，愛慕集團董事長張榮明分享了對

「元宇宙旗艦店」的試水。在這個虛擬社區

的「旗艦店」裡，分為展示區、商品區、休

息區等空間，擁有全景產品建模以及虛擬試

穿等體驗。不久前，愛慕將品牌博物館的文

化展「搬」進了元宇宙空間。張榮明認為，

將數字技術沉澱到品牌建設中，有助于與年

輕消費者建立更緊密的連接。

流量在哪裡，用戶就在哪裡。今天，

數字社區、視頻直播等形式成為用戶特別是

年輕用戶的「聚集地」，品牌也同樣要踏上

「節拍」。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目前，

我國現有元宇宙相關企業3120餘家，其中，

2022年新增註冊企業240餘家。

在網絡上生成3D數字化服裝，縮短市場

反饋週期，提升開發「爆款」的效率；嘗試

數字化虛擬影像，時裝發佈採取「虛擬+現

實」的模式……抓住渠道變革、適應渠道變

革，服裝企業不斷在實踐中探索。

「這是服裝行業新舊動能轉換期、發

展模式轉型期，也是消費需求的轉變期。」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孫瑞哲在論壇上表

示，通過數字技術，服裝業不斷挖掘自身動

能，實現賦能、賦智、賦值。

新模式，追求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
3月，紡織服裝行業生產旺季。在山東

淄博，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為京東京造開

闢的全新生產線已投入運營。「平台大數據

可以及時反饋用戶需求，指導工廠更全面瞭

解市場。」企業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京東

京造與魯泰通過C2M模式共同研發的一款襯

衫，在同類產品銷售中位居前列。借助平台

渠道直連產銷，為企業開闢內銷市場提供助

力。

讓更多的互聯網平台、渠道商、供應

商成為合作夥伴，把供應鏈打造成價值鏈。

「工廠合夥人」的概念，正在服裝業內走

俏。

一位從業者告訴記者，產品、價格、

服務是消費者最關注的三大要素，打通上下

游、協同供應鏈，以更優的產品、更合適的

價格、更好的服務為標尺，越來越多的製造

商在生態圈中建立「工廠合夥人」。

產品在生產線上就知道賣給誰、賣到哪

裡，稱為「不入庫」。從「庫存率」到「不

入庫率」，指標之變同樣折射了服裝業生產

邏輯的變革。通過工業互聯網，讓每件服

裝、每塊面料擁有「身份證」，柔性製造更

廣泛普及；導入消費數據，捕捉潛在需求，

越來越多的製造商聚焦用戶體驗做文章……

「要在紮實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

鏈現代化的同時，充分釋放數字技術對行業

發展的放大、疊加和倍增作用，讓科技創新

這個關鍵變量成為產業發展的最大增量。」

中國服裝協會會長陳大鵬表示。

新理念，更可持續更環保

日益豐富的物質文化需求和消費升級疊

加，在商品之上，人們期待更多彰顯文化底

蘊、生活理念、美學價值的產業表達。

「以文化自信打造品牌內核，將文化

自信轉變為品牌自信」「要持續打造符合消

費者需要的，滿足生活方式和審美變化的服

裝」「強化東方美學在產品中的記憶融合、

資源轉換與市場應用」……論壇中，用新理

念打造品牌文化，是很多從業者的共同感

悟。

在綠色發展中挖掘更多空間。安踏推

出了以可生物降解的聚酯纖維為環保材料的

衛衣產品，江南布衣發佈了「布盡其用」項

目，愛慕等服裝品牌建設使用清潔能源的工

廠……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材料、設計、生

產、銷售、回收等環節踐行綠色理念，進行

低碳轉型。記者從工信部瞭解到，數字化助

力消費品工業「三品」行動已啟動，明確鼓

勵開發應用節能降耗關鍵技術和綠色低碳產

品，深化產品研發設計和生產製造過程的數

字化應用，積極拓展綠色消費場景。

「產業要秉承長期主義，用專注的態度

做正確的事情。」陳大鵬說，中國服裝協會

將推進可持續時尚的踐行，推動構建負責任

的產業生態體系、綠色供應鏈體系。

跨境電商為新疆打造開放型經濟注入新活力
新華社記者關俏俏、郝玉

發展跨境電商等貿易新業態，是推動外

貿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是推動通道經濟

向產業經濟、口岸經濟轉型的重要載體。今

年以來，新疆加快推進外貿新業態、新模式

創新發展，持續推進烏魯木齊、喀什、阿拉

山口、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等4家跨境電商綜合

試驗區建設，擴大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釋

放外貿增長新動能。

活力足
走進位于烏魯木齊市的西大門保稅直購

中心，來自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箱包、

化妝品等千餘種跨境進口商品讓人目不暇

接。「免稅又有促銷優惠，還省去攜帶的麻

煩，第二天就能配送到家。」烏魯木齊市民

美克熱依·庫爾班在現場用手機掃碼在小程序

上下單。

這邊「買全球」人來人往，那邊「賣全

球」勢頭強勁。

今年1月10日，一架滿載服裝、箱包等跨

境電商貨物的全貨機從烏魯木齊地窩堡國際

機場飛往哈薩克斯坦阿克托別。開通跨境電

商全貨機專線，這在新疆尚屬首次。

依托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烏魯木齊已

打通從公路運輸、鐵路運輸、航空運輸到陸

空多式聯運的新模式，將「中國製造」推向

全球。

在阿拉山口綜合保稅區的一間倉庫內，

工作人員正熟練地為電商包裹貼上標籤。

「這些包裹大多來自浙江等地，海外消費者

通過網絡下單後，商品經公路轉鐵路出口到

歐洲國家。」新疆絲路港通供應鏈管理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李瑞說，跨境電商用戶消費正

持續向好。

新疆商務部門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

新疆跨境電商進出口85.2億元，同比增長

311.6%。今年以來，跨境電商訂單絡繹不

絕，前2個月實現跨境電商進出口16.2億元，

同比增長326.3%。

韌性強
自2020年1月首次開展出口跨境電商零售

業務以來，阿拉山口市業務規模從井噴向高

質量發展快速轉變。

「我們持續加大跨境電商招商引資力

度，先後引進了順豐、菜鳥、大洋物流等一

批知名企業入駐跨境電商產業園。」阿拉山

口市商務和工業信息化局跨境電商辦公室主

任帕爾哈提·阿布來提說，這無疑為跨境電商

產業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為優化市場環境，阿拉山口市先後建設

5000平方米跨境電商監管場站，採購軟硬件

設備及系統，開發上線「阿拉山口跨境電商

綜合服務平台」。

同步推動構建信息共享、金融服務、智

能物流等「六大體系」。

「跨境電商最看重時效，海關鐵路等部

門高效通關作業，15天之內貨物就能送到歐

洲。」阿拉山口國際快鐵有限公司跨境電商

業務經理張婷說，今年企業將進一步加大包

裹發貨量，爭取有新突破。

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爾果斯市，形成

了以直購出口、出口海外倉為主，網購保稅

進口為輔的跨境電商貿易格局。為了讓企業

「拎包入住」，當地投資建成3萬平方米的

跨境電商分撥中心，包含查驗庫房、倉儲用

房、展示中心等。

「跨境電商分撥中心的建成大大方便了

數據申報，零售出口無票免稅政策落地以及

多種跨境電商出口模式全覆蓋，提高了通關

效率。」霍爾果斯陽光捷通數字貿易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任雅莉說，今年跨境電商業務量

有望增長30%。

潛力大
在新疆，一路通、西大門等一批有實力

的電商企業、叫得響的電商品牌成為外貿發

展的新動能，提高了國際競爭力。

新疆大力推進跨境電商發展，重要措施

之一是引導企業以周邊國家為重點共建共享

海外倉、口岸倉，擴大在「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佈局海外倉，支持企業在喀什、阿拉山

口等地建設口岸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