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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扬鞭自奋蹄 石狮开启新征程
本报讯 2017年12月23日
至26日，石狮市举行政协第七
届石狮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和石狮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石狮“两会”期
间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让众多
侨亲倍感振奋，也对家乡石狮
开创“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滨海城市”新
局面更有信心。
据悉，2018年，石狮将把发
展实业作为工作主线贯穿始
终，以开展“实业项目落地年”
活动为抓手，着力推动重大项
目落地，补齐民生短板。其中，
石狮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建立
招商项目库和乡贤信息库，进
一步拉近与海内外侨亲之间的
联系，积极“筑巢引凤”，举办世
界石狮乡亲恳亲大会，推动在

外乡贤回乡投资兴业，力争引
进重大“回归项目”10个以上。
同时石狮支持工商联、青商会、
产业联盟和各行业协会发挥优
势，聚合“石狮商帮”能量，促进
企业抱团发展、共同进步。福
建省政协委员、石狮工商联主
席蔡建四认为，石狮建市 30
年，因“商”而生，也因“商”而
兴，推动在外乡贤回乡投资兴
业，凝聚狮商力量，打造石狮商
帮，正当其时！
2018年，石狮坚持质量与
效益并重，加快建设“3+3”现代
产业体系，力促纺织服装产业
转型升级，壮大智能制造产业，
培育海洋食品产业，促进服装
城、轻纺城运营提升，盘活辅料
城、童装城，推动市场繁荣；做
大做强港口物流，加快发展全

域旅游……一系列信号发出
后，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常务
副会长蔡清票认为，数十年来，
一代代石狮儿女漂洋过海，闯
荡打拼，足迹遍布东南亚乃至
世界各地，写下了一部感人至
深的奋斗史，涌现了一大批出
类拔萃的人才，充分调动侨亲
投资积极性，必将再塑石狮新
辉煌。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统筹
开发“双城双片、一带两核多
廊”；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快
区域互联互通；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
帮助 10个薄弱村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整
治提升 20个老旧住宅小区环
境和市政配套设施等等，一整
套举措只要落实到位，石狮这

座滨海城市将更加宜居宜业，
全域一体发展格局逐渐成型。
加快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
板，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扩大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覆盖
面；完成市医院新院搬迁、新建
9个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建设
店等，建设“健康石狮”；构建多
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等。旅港乡
亲、海南闽庄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雪英近些年是
海南养老地产开发的引领者，
她认为，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
板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特别是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要尽
快提上议事日程。
创新转型、实业强市，2018
年，石狮正在谱写新时代发展
更加美好的篇章。
（记者 李琳毅 邱育钦）

国际互联网+生活科技博览会在厦门举行
本报讯 2017首届中国（厦
门）国际互联网+生活科技博
览会于12月29日上午在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展
会由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
市商务局、厦门市会议展览事
务局联合指导，厦门市石狮商
会、福建省互联网协会等六大
协会联合主办。
本次展会以“互联科技、
照亮生活”为主题，旨在引领
国内互联网科技发展趋势，为
参展商、采购商、各类观众以
及互联网行业相关人士打造
更为专业的沟通、贸易、交流
服务平台。厦门市相关领导

及专家出席了开幕庆典，厦门
市石狮商会常务副会长江志
民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开幕
式，并与诸位领导一同启动了

O2O本地化生活服务等最新
应用成果，近百家参展企业8
大 类 200多 项 产 品 参 加 展
出。当日下午，还举办了“蜕
变－新商业 新价值”2017中
国互联网+创新变革高峰论
坛，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关
注，更是将展会推向高潮。
作为国内首个专注“互联
网+生活科技”的专业展会，
本次展会以优质的资源交互
平台吸引了众多业界知名企
业前来参与展示，如蒙发利、
大疆无人机、58同城等互联网
相关行业领军品牌，充分展示
本次博览会。
本次展会面积12000平方 了互联网+前沿科技在交通、
米，集中展示互联网、移动互 教育等方面的应用。
（记者 李琳毅）
联网等最新前沿技术，以及

国侨办会见旅泰石狮乡亲
本报讯 2017年12月29日，
泰国石狮同乡总会暨泰国石狮
商会会长林嘉南偕执行会长蔡
孝兴、副会长林少怀等一行七人
拜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
受到了司长张健青的亲切接见。
在座谈会上，张健青表示，

泰国石狮同乡总会暨泰国石狮
商会虽然是个新侨社团，却在泰
华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泰国
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在沿海
丝路发展的核心国家，希望泰国
石狮同乡总会暨泰国石狮商会
能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发挥新

一代青年华侨的作用，并增强与
国侨办的联系，互通有无，携手
共进，为中国和泰国的美好未来
及长远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林嘉南表示，目前泰国制定
的4.0发展规划及“东部经济走
廊”（EEC）建设与中国的“一带

一路”战略相对接，石狮籍旅泰
侨亲愿意凭借对当地发展环境
的熟悉、自身发展状况及优势，
协助泰中两国企业实现资源互
补，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和平台，
为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伟大中
国梦添砖加瓦！（记者李琳毅）

石狮留联工作受到肯定
本报讯 连日来，应邀出
席北京石狮商会换届活动的石
狮市留学人员暨归国创业人员
联谊会一行在会长姚道锡的带
领下，分别拜访了中央统战部、
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
谊会等单位，受到热烈欢迎。
在中央统战部，石狮留联
一行受到中央统战部八局局长
许睢宁、处长戴东平的亲切接

见。在听取了姚道锡的石狮留
联工作汇报后，许睢宁对石狮
留联成立以来的工作开展给予
了高度评价，并鼓励石狮留联
要做好本分工作；组织好留学
人员发挥生力军作用，有效地
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为当
地经济发展多出一份力，多做
一份贡献。
在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石狮留联受到总
会秘书长王丕君、副秘书长张
明杰及会员工作部主任孙玲、
副主任张晓娅的亲切接见。王
丕君表示，希望石狮留联的全体
成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
留学人员提出的四点希望：“希
望大家坚守爱国主义精神；希望
大家矢志刻苦学习；希望大家奋
力创新创造；希望大家积极促进

对外交流”；牢记“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书写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
绚丽篇章！在欧美同学会 中国
留学人员联谊会，石狮留联一行
还参观了总会博物馆，亲身感受
前辈们积极践行爱国思想，大力
实施“报国计划”的宏伟华章。
（记者 李琳毅）

北京石狮商会换届

本报讯 北京石狮商会第二届理监
事会暨京津冀石狮企业联谊会就职典
礼2017年12月28日晚在北京市建国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
1300多名海内外石狮籍乡亲齐聚北京，
见证北京石狮商会换届庆典。祖籍蚶
江镇锦里村的吴新艺先生荣任新一届
理事会会长。
出席本次活动的主要嘉宾有：香港福
建社团联会副主席蔡建四，世界石狮同乡
联谊会会长王永权，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
洪及祥，泰国石狮同乡总会会长林嘉南，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副会长吴光级，石
狮市旅港同乡总会会长佘英杰,世界福建
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常务副会长林志农
等。除了就职典礼，会上还开展了慈善
活动。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会长王永权
表示，看到在京石狮企业家抱团发展，努
力打拼，而且非常有成就，充分展示了石
狮籍乡亲敢拼会赢的精神。香港福建社
团联会副主席蔡建四则表示，北京石狮
商会是“凝聚狮商力量打造石狮商帮”的
缩影，换届会上的慈善活动福利捐赠更
是在京石狮人心系桑梓挥之不去乡愁的
真实写照。
（记者 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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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岁月自然更替，工作未曾间断。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媒体人总
是不停地忙碌着。昨天，编辑部
的同仁们忙到深夜，完成编辑工
作，今天凌晨，2018年第一期《石狮
侨报》在新年到来的钟声中开印，飘
着油墨的清香，如期出版发行。对
媒体人而言，大多数的节假日是无
暇消受的，但我们始终工作并快乐
着，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们衷心地
向广大读者道一声：
“新年好！”
这两天，众多媒体纷纷发表各
自的新年献词，着实催人奋进。《石狮
侨报》虽无宏篇大论、华丽词藻，但有
两句话还是可以说一下的。第一，回
顾2017年，甚感欣慰。作为主倡单
位，我们始终积极宣传发动石狮侨商
界努力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澳门行
动宣言。2017年，石狮侨商界在“一
带一路”上奔驰，从东到西、从北到
南，活动项目全面推开（详见今日八
版），
“一带一路”倡议已深入侨心，形
成广泛共识，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第二，展望2018年，请再接再厉。正
值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石狮建市
30周年，素来爱拼敢赢的石狮人必
将奋发有为，广大侨亲更是敢为人
先，必定像改革开放之初一样，锐意
进取，拓展商机，投身“一带一路”建
设大潮。我们将持续宣传推动，唤起
更多的石狮侨商放眼四海。相信，一
批接一批、一群接一群、一代接一代
的侨亲们将不懈努力，在“一带一路”
上构建友谊、发展自身。
走在新时代，绽放新气象，展
现新作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实
现共同的伟大梦想的道路上，正迈
开大步。但愿到那时，我们能够相
聚举杯同庆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