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鲁吉亚
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据台海网 参加厦洽会的格鲁吉
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乔治�加卡
里亚表示，身为今年厦洽会主宾国的格
鲁吉亚，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坚定的
支持者。近年来，格鲁吉亚实施了密集
的改革，成为了非常好的投资目的地。
格鲁吉亚有非常多投资的机会，也

有非常多的投资项目，是可以由我们双
边去共同努力达成的。我们的战略定位
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平台，因
此非常重视过境功能并且将建立自由贸
易中心。目前，格鲁吉亚正在大力投资
核心基础设施，加大与各国的合作。比
如公路、铁路建设以及物流中心的建设
等。其中，总投资250亿美金的安娜卡
力亚港正在建设，将逐渐达到100个吨
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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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区域合作
联盟成立

据央广网 2017“一带一路”媒体合
作论坛的分论坛——“一带一路”区域合
作高峰论坛9月19日下午在敦煌召开。

伴随着“一带一路”区域合作联盟
成立宣言，“一带一路”区域合作联盟正
式成立。与会嘉宾还就区域联动发展与
产业化协作；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向创新
要动力等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招
商局集团副总经理苏新刚介绍，近年来
招商局“陆上”和“海上”齐头并进，“一
带”和“一路”统筹发展，全方位助力“一
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讯 2017厦门国际

贸易投资洽谈会于9月18日

至21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本届厦洽会，围绕“一带

一路”的论坛峰会成为热门话

题，许多石狮企业参加了“一

带一路�共创新思路”投资香
港研讨会，福建省“金砖+”及

“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对接会

等高端峰会。

9月18日下午，在“一带

一路�共创新思路”投资香港
研讨会论坛上，石狮市商务

局、市贸促会组织的石狮彬鹿

世家、海星食品、六六八纺织、

金丰盛（福建）纺织等企业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会。利

用香港的运营优势开拓“一带

一路”新商机、香港为“走出

去”企业所提供的全方位金融

专业及开户服务、利用香港引

进天使基金开拓国际市场、香

港创业生态系统的新趋势等

投资环境、政策及服务内容引

起了参会的石狮企业关注，相

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将利用香

港作为“走出去”平台，拓展海

外市场。

在福建“金砖+”及“一带

一路”国际经贸对接会上，石

狮市贸促会组织了海星食品、

流香面料针织染整等企业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对接会。对

接会由福建省贸促会、世界贸

易中心协会、南非贸工部主

办，设区市贸促会协办，旨在

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贸合作。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

国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对接会采用中、英同声传译为

参会的石狮企业提供了许多

便利。据介绍，石狮市贸促会

积极组织客商参加厦门投洽

会各类对接活动，共组织了大

帝集团、彬鹿世家、金丰盛（福

建）纺织、流香针织、伊妮斯服

饰、金大福珠宝金行、顺兴服

饰、力源服饰、永兴鞋材等9家

企业13位客商参加各类论坛

和对接会。石狮市商务局也组

织了六六八纺织、石狮市益明

染织、厦门石狮商会、闽台创

优、石狮世茂地产、太极石股

份、熊仔动漫等长家企业参会。

石狮参加厦门投资贸易

洽谈会的许多企业家表示，近

年来，越来越多中国民营企业

把目光转向国际，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步伐明显加快，逐

步成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力量。在个别地区，中

国民营企业已成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作为侨

乡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石狮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在海外获得更

多的商机。 （记者杨朝楼）

“一带一路”成为石狮企业关注焦点
行进在“一带一路”上——石狮侨商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系列报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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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任世界福建青年联会

菲律宾分会会长之后，石狮籍旅

菲新侨王荣忠就把为菲律宾青年

华商搭建服务交流平台，鼓励青

年人树立开拓创新理念，积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

遇积极创业，谋求发展，引导华裔

青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菲律宾的稳定进步、祖（籍）国的

繁荣昌盛、世青会的跨越发展多

做贡献作为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

律宾分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在率

团参加福建厦门贸洽会期间，记

者采访了王荣忠会长。

初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源于2016年3月石狮市委书记

朱启平在菲律宾就中国“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作的主题演讲，代

表福建总商会出席的王荣忠在

聆听这一举措后，结合自己常年

往返中菲两地认为，“随着中菲

关系的改善，投身‘一带一路’建

设正当其时。”作为一个石狮人，

王荣忠深有感触，石狮侨商积极

响应号召，从菲律宾、泰国、马达

加斯加、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

等沿线国家，都可以看到众多石

狮籍侨亲投身到“一带一路”建

设中。而对于菲律宾而言，无论

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将从

“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

在筹建世界福建青年联会

菲律宾分会过程中，王荣忠先后

与他的小伙伴们考察了福州、三

明、泉州、石狮、晋江、厦门等地，

王荣忠告诉记者，考察结束后，

如何加大与福建省的产业对接

力度，把握好福建省“一带一路”

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实现互利

共赢就成为小伙伴聚会在一起

共同的话题。王荣忠认为，历史

上，闽籍华侨先辈一直是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当下，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旅菲新侨今后要想在历史上留

下自己的名字，理当成为助推

“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从王荣忠会长的工作笔记

中，记者一眼就看出他就职以来工

作的紧张：8月22日-9月3日，致函

感谢出席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

宾分会成立庆典的世界福建青年

联会分会，为今后世界福建青年大

团结大融合打基础，9月7日回乡

出席家乡石狮侨代会，9月1日受

厦门市市长庄稼汉邀请率团出席

福建厦门贸洽会，9月22日，率团

出席四川九寨灾区捐款仪式，受四

川省副省长杨兴平接见。

每到一处，都给世界福建青

年联会菲律宾分会的成员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荣忠说，“一

带一路”正在奏响各方共同参与

的“交响乐”，其合作共赢的理念

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他将

带领他的团队，继承和发扬前辈

们爱国爱乡的传统，在积极融入

和回馈当地社会、实现个人抱负

和事业发展的同时，把个人梦想

与国家、民族的梦想融为一体，

共同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

力量。 （记者李琳毅）

带闽籍新侨助推“一带一路”
——访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会长王荣忠

本报讯作为2017年厦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配

套论坛之一，第四届（2017）金

融科技峰会“供应链金融和智

能金融”论坛，于2017年9月

20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4楼

国际会议厅举行。来自金融科

技领域的海内外大咖齐聚厦

门，分享供应链金融及智能金

融等新金融技术、服务领域的

最新理念、宝贵经验，共同探寻

金融科技的发展之路。厦门市

石狮商会作为支持单位，会员

企业共同参与了论坛峰会。

本届金融科技峰会分为嘉

宾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和签约仪

式三大议题，着力于打造新金融

科技时代下国内外金融界精英

的思想交流平台。在峰会现场，

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就金融科

技在供应链金融创新中的应用、

新金融的路和坑、金融科技服务

如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目

前最受关注的智能金融发展领

域等与大家进行了分享。

本届峰会还举行一场以

“金融科技时代，供应链金融和

智慧金融发展趋势”为主题的

圆桌论坛，主持嘉宾与供应链

金融、智能金融的企业代表们

进行对话，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为金融科技探寻更加美好的未

来。 （记者杨朝楼）

厦门市石狮商会参与打造金融科技峰会

本报讯2017厦门国
际贸易投资洽谈会于9

月18日至21日在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东盟国

家馆首次亮相本届厦洽

会，并举行开馆仪式。

据了解，东盟国家

馆展位面积共计1200平

方米，马来西亚、印尼、

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十

国悉数亮相。展示内容

涉及产业园、航空、房地

产等多个领域。

马来西亚厦门总商

会总会长郑培植介绍，

厦洽会期间还将举办东

盟商务论坛及青年领袖

峰会两场论坛，将汇聚

境内外青年领袖和商业

精英共同参与讨论，并

在会后举办闽商对接活

动，提高参会实效性。

（记者杨朝楼）

俄专家盛赞“一带一路”

据环球网 9月18日，由中国公共外
交协会指导，环球网与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联合举办的“2017北京-莫斯科丝路
经贸人文交流对话”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举行。两国专家们就中俄两国在欧亚
大陆经济及信息领域开展的共同合作等
话题进行了讨论。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经济理论处负责人谢尔盖�阿
丰采夫表示，“一带一路”是唯一一个“超
越谈判”的全球合作倡议。他称，在诠释
“一带一路”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认为
它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项目，“但并
不能以偏概全，视之为该倡议的全部内
容”。此外，在讨论国有企业参与的大型
项目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项目需要数
十亿的投资，“是在国家层面上讨论的话
题”，“但实际上，俄中两国的实业界同样
能够展开卓有成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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