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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侨为
“桥”
助推石狮蓬勃发展
本报讯 在第六届侨代会上
市侨联通报了过去五年来的工
作：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团结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汇侨心、引侨智、聚侨情，充分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践行“以侨
为本、为侨服务”的侨联宗旨，为
石狮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滨海城
市作贡献。
五年来，石狮侨联发挥侨
界优势，服务“一带一路”，利用
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澳门石
狮同乡总会换届契机，发起石
狮侨界“一带一路”倡议系列活
动，正式发布石狮侨界推进“一
带一路”行动宣言，号召世界各
地石狮籍乡亲行动起来，投身
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同时，

践行石狮侨商推进“一带一路”
澳门行动宣言，市侨联与石狮
侨报参与支持石狮侨商走进甘
肃系列活动，赴甘肃白银市、兰
州市两地考察，进行海上丝绸
之路起源地与陆上丝绸之路沿
线城市的首次互动。
五年来，石狮侨联引导侨
捐确定项目，通过摸清村情侨
情，加强宣传发动，与镇、村侨
联协调配合，引导侨捐公益，共
建美丽乡村，确定10个“百侨
帮百村”侨捐项目，累计捐款
3180万元；创新“多帮一”工作
形式，汇聚侨心侨力，参与到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中来。如永宁
镇旅港乡贤佘祖忆、佘德聪、施
淑好、佘英杰捐资80万元兴建
港边文体中心，锦尚镇旅港乡
贤邱季端、邱季华捐资 100万

元修缮琼山小学校舍，锦尚镇
海内外“三胞”集资900万元兴
建琼山小学教育基金会大楼
等。协助海外侨胞开展公益事
业，其中，蔡友铁助学金至2017
年共资助 15批 78人，合计达
316万元；蔡友玉基金会助学共
资助19批290人次，105名成绩
优异的贫困大学生累计受助达
186.2万元。同时，市侨联倡议
成立“贫侨扶助基金”，由世石
联出资 100万元牵头成立“贫
侨扶助基金”，市侨联负责提供
名单及扶助方案等具体扶帮工
作，共同解决贫困归侨生活困
难问题。此外，市镇两级侨联
都开展送温暖活动，组织慰问
贫困归侨，五年来，石狮侨联共
慰问帮扶贫困归侨 164人次，
送去13.96万元慰问金。

五年来，石狮侨联共接待
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 158个
团组10556人次。全市侨联组
织主要利用大型活动、教育基
金会以及侨捐工程庆典，参与
接待海外侨亲回乡庆贺团，重
点接待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
菲律宾石狮同乡总会、石狮市
旅港同乡总会、澳门石狮同乡
总会、泰国石狮同乡总会以及
4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团和侨领
乡贤。情谊的增进，让更多的
侨亲回乡捐资公益，在全市侨
联组织的积极穿针引线下，五
年来，全市海外侨胞、港澳台同
胞捐资兴办家乡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等公益事业共计2.59
亿元人民币，为我市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 李琳毅 邱育钦）

石狮组团参加第 22 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力促石狮蓝色产业与国际接轨

本报讯 11月1日，第22
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在青
岛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
为进一步助推海洋产业发展，
石狮市副市长李斌带领石狮
市多家企业参会，展位面积达
到300多平方米。
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是

全球第二大水产贸易展览会、
亚洲区域规模最大的渔业专
业展览会，在促进世界渔业贸
易、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本次博览会汇集了世
界上主要渔业国家的水产品
养殖企业、水产品加工商、机
械制造商、贸易商、与渔业相

港中环中心现俩石狮买家
本报讯 流传一年多的香港中环中心天价交易

终揭晓。李嘉诚旗下长实11月1日宣布，以402亿港
元出售所持75%中环中心权益，创出香港史上最贵
商厦成交。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指出，实际买家组合包括中
国国储能淡化工集团（香港），联同香港多名投资者包
括卢文端、“小巴大王”马亚木、磁带大王陈秉志、人称
“物流张”的张顺宜及亚洲地产创办人蔡志忠等。其
中卢文端、蔡志忠均为石狮籍人士，卢文端祖籍石狮
永宁镇沙美村，现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石
狮旅港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长；蔡志忠祖籍石狮祥芝
镇赤湖村，现为香港东区工商业联会会长、石狮旅港
同乡总会永远名誉会长。
（记者 李琳毅）

关的组织机构、贸易组织、专
业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参与，展
出内容涉及各类水产品加工、
海洋捕捞、远洋渔业、水产品
冷冻加工、保鲜技术与设备、
远洋运输及储运、水产综合利
用、助渔导航及通讯技术装备
等最新产品及技术。石狮市
副市长李斌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近年来，石狮渔业秉
承绿色、安全、规范、融合、开
放发展的理念，大力推进转方
式、调结构，大力促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力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和成效。通过参展，与参展商
就中外渔业合作发展进行了
广泛交流，进一步了解渔业产
业发展趋势，有助于石狮蓝色
产业的转型升级。
此次参展的石狮企业包
括：石狮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
公司，石狮海星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万弘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石狮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石狮市海日丰水产品
有限公司，石狮市利成水产有
限公司。他们与福建省深沪湾
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泉州百川
食品有限公司组成泉州市海洋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前往参展。
参展的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
示，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是国
际参与度极高的专业展会，展
会内容丰富，涵盖水海捕捞产
品、养殖品种，以及水产品加工
和养殖设备等，通过参展并参
加了中外渔业对话会，为企业
今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展期间，石狮团还分别
拜会了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
洋大学及大连工业大学，就下
一阶段厂校联盟合作达成了一
致意见。据了解，中国海洋大
学已经与祥芝镇就利用大学人
力资源，助力祥芝镇渔业水产
发展达成初步共识。（记者李琳
毅/文 通讯员蔡祥山/图）

旅菲石光中学校友会换届
本报讯 10月 22
据悉，旅菲石光 万元教育基金。洪珊

日，旅菲石光中学校友
会庆祝成立三十七周
年纪念暨第三十九连
四十届监事会洎第十
一届青年组职员就职
典礼在菲律宾马尼拉
市举行。旅菲石光中
学校友以及石光中学
庆贺团，香港、澳门、厦
门等地庆贺团千余人
出席典礼。洪珊谊荣
任新一届理事长。

中学校友会成立至今
已有 37周年，在历届
理事长的带领与感召
下，该会不断汇集石
光中学在菲律宾的各
届校友，群英汇集，会
务昌盛，实力卓著，成
为旅菲校友联中的翘
楚。换届大会上，旅
菲石光中学校友会39
届、40届理监事会向
石光教育基金捐赠10

谊表示，有众多理事
长阵容和前辈们做坚
强的后盾，有校友们
的支持与信任，本人
一定会努力学习，认
真做事，使会务在原
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更出色，为母校石光
中学的发展，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一份力
量。 （记者 许小雄）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石 狮 侨 商 践 行“ 一 带 一
路”
澳门行动宣言

走进大湾区 10 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从世界石狮同乡

联谊会获悉，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进一步为企业实现创
新转型打好基础、增强后劲，经世
界石狮同乡联谊会研究决定：11月
10日~12日举行石狮侨商践行“一
带一路”澳门行动宣言之“走进粤
港澳大湾区”活动。《石狮侨报》负
责本次活动的组织联络工作。
此次活动由世界石狮同乡联
谊会牵头，参加人员包括菲律宾石
狮同乡总会、泰国石狮同乡总会、
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澳门石狮同
乡总会以及北京、厦门、上海等四
个异地商会代表。在粤港澳大湾
区，可以看到城市之间的道路变
化、科技转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
创新等。长期来往于香港与广东
江门之间的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
会长佘英杰认为，鉴于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超前，其“一带
一路”战略支撑区域定位让人瞩
目，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所收获。报
名参加此次活动的厦门市石狮商
会驻会副会长陈少华认为，“走出
去”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具体体现，这样的活动有助于石狮
企业家开拓视野，同时，也有利于
商会之间加强联谊互动。
（记者 李琳毅）

菲律宾中国商会访华

本报讯 菲律宾中国商会访华
团一行在洪及祥会长的带领下于
11月2日至9日到北京、广西、福建
三地考察访问。
11月3日，国务院侨办党组书
记、副主任许又声在北京会见菲律
宾中国商会访华团一行。会谈中，
许又声首先对菲律宾中国商会在
推动菲律宾华社繁荣发展、促进中
菲两国经贸交流、关心发展华文教
育等方面的贡献表示肯定和赞
赏。许又声强调，国侨办一直维护
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希
望广大旅菲华侨华人要遵守住在
国法律法规，维护好自身的良好形
象，创造团结、和谐、友爱的华侨华
人社会。许又声希望，广大旅菲华
侨华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
“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在
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自身事业发展
的同时，积极参与到中国企业海外
投资项目建设中，实现互利共赢。
访华团团长洪及祥感谢国侨
办长期以来对菲律宾华社的关心
和支持。他表示，将继续在推动中
菲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 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