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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福建省

侨界青年联合会主办，“侨青

中国梦�建设新福建”——
“一带一路”与侨青创新创业

讲坛在厦门举办。省侨联主

席陈式海，副巡视员林俊德，

省侨界青年联合会会长曾志

龙，候任会长吴华新、余桂

州，执行会长薛斌，监事长邱

建益，名誉会长许清流等参

加。

本次“一带一路”与侨青

创新创业讲坛以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为目标，以

发挥福建侨界青年优势为导

向，以创新创业为重点，通过

专家演讲、创业分享、互动交

流的形式，分析时事热点，解

读国策趋势，探讨经济前景，

寻找产业发展方略。作为主

讲嘉宾，中联部当代世界研

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围绕大

会主题，结合侨青特点，从

“一带一路”是怎么来的、如

何推进、当前主要进展和潜

在困难挑战、华侨青年如何

参与等，为闽籍侨界青年作

了通俗易懂的讲解。福建省

侨界青年联合会的许清流、

曾志龙、吴华新、陈昆、黄伟

强等侨界青年代表进行创业

分享，讲述创新创业过程，总

结经验体会，介绍成功管理

理念，共商侨青在“一带一

路”战略中的发展。

在互动交流环节上，与

会领导和委员提出了利用

省侨青会内部资源帮助侨

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侨

青立足国际国内双重背景

进行创新创业、对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意见建议等

问题，主讲嘉宾、侨青代表

发表了各自见解，共议协作

发展之策。

（记者李琳毅通讯员吴

厚才王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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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或成今年投资主线

▲

推进中医药的“一带一路”发展

据证券市场周刊�红周刊报道
“一带一路”概念股异军突起。以天

山股份为代表，该股票在2月6日至

2月15日8个交易日中六次触及涨

停，自2月以来累计涨幅高达87%。

“一带一路是今年主要战略，无

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它的重视程度

都是非常高的，可能预期政府会大

力推进，所以二级市场也做出了较

为正面的反馈。”民生证券分析师表

示。根据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板

块成为2月以来涨幅最大的几个板

块之一，自开市以来“一带一路”板

块的涨幅高达5%。板块成分股中

包含的144家上市公司里，仅有10

家公司的股价在这一区间中累计出

现跌幅。

“一带一路”与侨青创新创业讲坛在厦举办

本报讯记者2月21日从
市贸促会了解到，今年来，该

会积极扶持企业拓展境外市

场，共为33家相关企业办理

了420份原产地证，全部免收

相关费用，帮助企业拓展国

际市场尤其是印度、阿尔及

利亚、阿根廷、西班牙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助

推企业发展。

据悉，贸促会及其地方

机构是中国出口货物原产地

证书签发机构之一。其中，

原产地证书是出口商应进口

商要求而提供的证明文件，

除了作为结算货款、索赔理

赔的有效凭证外，它还是出

口国享受配额待遇、进口国

对不同出口国实行不同贸易

政策的凭证。为减轻外贸企

业负担、稳定我市出口规模，

市贸促会率先免收企业签发

原产地证书费用（包括一般

原产地证书和优惠原产地证

书）；同时，通过走访企业、举

办培训班等方式，向全市外

贸企业宣传优惠原产地证在

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为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我市贸促会主动与上级业

务主管部门汇报沟通，主动参

与到该项战略的实施。结合我

市的中心工作和我市产业发展

情况，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

线的有关国家驻福建、厦门等

领事馆，提供务实的服务和帮

助，积极主动服务“一带一路”

战略，助推石狮企业“走出

去”。据了解，今年1至2月份

市贸促会为33家企业办理了

400多份一般原产地证，目的

国主要为印度、阿尔及利亚、阿

根廷、西班牙、阿联酋、安哥拉、

俄罗斯、伊拉克、孟加拉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出

口商品主要为鞋服、鞋材、布

料、针织机、建材等。

（记者 兰良增通讯员王晓珠）

市贸促会服务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市场
免费为33家企业办理400余份原产地证

▲

以茶会友加强中英“一带一路”对接

据光明日报报道 茶叶，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商品，曾经是中英

贸易关系的重要载体，这是2月21日

在伦敦参加“闽茶海丝行”西欧站启

动仪式的很多中英两国嘉宾的感受。

由福建省副省长黄琪玉带领的

20家福建茶叶企业，与英国政界、

商界、媒体人士和驻英国的外国外

交官见面，以茶会友，共谋合作。作

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

省希望通过“闽茶海丝行”在伦敦的

活动，让英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茶叶和茶文化，同时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加强与英国的贸易交

流，促进中英“一带一路”对接。

在结束伦敦的活动后，“闽茶海

丝行”代表团还将前往西班牙和法

国访问交流。

据中国制药网报道 近年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医学服务

贸易悄然兴起并已形成一定规模。

中医药两千多年前就是古丝绸

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沿途国家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后，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中医

药被频繁纳入中外首脑会谈议题，

成为国家层面交流合作的重要领

域，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发展迎来了

新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高潮，并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俄罗斯、法

国、马来西亚、意大利、澳大利亚、巴

林、卡塔尔、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

吉斯斯坦等30多个国家，提出与我

国一起在海外建设中医医院、开展

中医医疗合作等。

行进在“一带一路”上——石狮侨商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系列报道（26）

“一带一路”新闻联播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2月22日至23日率

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无论

是崔世安与福建省委书记尤

权、省长于伟国的会见，还是

闽澳共建“一带一路”高层会

晤的举行，均聚焦共建“一带

一路”的主题。

当下，福建全力推进“海

丝”核心区建设，致力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而澳

门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纳

入五年发展规划。双方携手

共建“一带一路”，展现良好的

合作基础与巨大的合作潜力。

此次访闽，双方的共识是：

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

化经贸、文化、旅游、金融、会

展、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打

造闽澳合作新亮点。其一，加

强闽澳投资贸易合作，共同服

务对外开放发展大局。澳门冀

望澳闽共同把握“一带一路”建

设的发展机遇：发挥澳门与葡

语国家的传统联系优势，促进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

务平台”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有机结合，为两地商界投资“海

丝”沿线及葡语国家助力；发挥

两地侨胞的联系优势，拓展与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

业、贸易、投资合作。福建则希

望共同拓展“一带一路”市场；

携手共赴“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开展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资

源开采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合

作，共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

区。

其二，深化闽澳会展业合

作，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助

力两地企业共享展会资源，对

接合作“走出去”，拉近与“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距离。

其三，加强闽澳中医药产

业全方位合作，实现互利互惠

共赢。近年来，福建积极推进

与澳门中医药产业的交流合

作，一批中医药企业主动到澳

门拓展市场并通过澳门进军

海外市场，2016年中医药产业

出口交货值2.76亿元人民币。

此外，闽澳旅游合作也突

出“海丝”新元素。同为“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

成员，闽澳双方在此次高层会

晤中均同意进一步发挥联盟

作用，联手打造“海丝”世界级

旅游产品，共同建设“海丝”旅

游经济带。

（据中国新闻网）

本报讯 新年伊始，作为

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出的首条

中欧班列，中欧（厦门）班列

便取得“开门红”。据厦门海

关统计数据显示，中欧（厦

门）班列1月共发运6列、282

标箱，货值1.3亿元人民币，同

比分别增长50%、6倍、5倍。

自2015年8月份运营以

来，中欧（厦门）班列以速度快、

运费低、包装限制少等优势深

受市场青睐。2016年，中欧（厦

门）班列全年共发运61列、2974

标箱，货值12.96亿元，并成功

延伸至台湾地区并开通“冠捷

专列”。“今年我们计划发运90

列、4000标箱，预计货值将突破

40亿元。”提起新年的发展机

会，中欧（厦门）班列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邢屹信心满满。

为充分发挥厦门口岸腹

地优势，保障中欧（厦门）班列

顺畅通关，厦门海关积极协调

沿线口岸海关采取便捷转关

模式，为班列提供“一次报关、

一次查验、全线放行”的便利

通关举措；充分发挥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平台优势，不断精

简企业申报与查验手续；针对

性地推出“拆拼箱”业务，满足

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进出

口的个性需求。

中欧（厦门）班列取得的优

异成绩也离不开石狮贸易的支

持，据石狮联运市场业内人士

透露，石狮鞋服、鞋材、布料、针

织机等商品对欧洲市场的贸

易，也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呈

现上升之势，预计今年将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记者李琳毅）

首条中欧（厦门）班列预计今年货值突破40亿元

共建“一带一路”成闽澳合作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