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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5年，石狮

日报社、石狮侨报作为主创

单位，在世界石狮同乡联谊

会换届之际，策划了石狮侨

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

澳门行动宣言以来，活动得

到广大侨商的一致认可。

石狮侨商在2017年中践行

“一带一路”活动再次取得

了丰硕成果！盘点过去的

一年，既有世界石狮同乡联

谊会亲自带队组织石狮侨

商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活

动，也有北京石狮商会远赴

南非寻觅商机的活动，还有

安通控股开通至越南泰国

外贸业务的盛事，以及印尼

乡村联盟“中国商务代表

处”落户石狮的美事，可谓

好事连连。一些石狮侨商

认为：践行“一带一路”活动

已经成为石狮侨商凝心聚

力维系乡情的创新之举，更

是商业经济对接、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良好平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

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

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

景非常可期，战略意义重大。

石狮侨商走进粤港澳大

湾区活动2017年11月9日至

11日在江门市、广州市两地考

察。活动由石狮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林天虎和世界石狮同

乡联谊会会长、澳门石狮同乡

总会会长王永权率队，在江

门、广州两地，考察团一行先

后参观了广东世运电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路卡服装

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兴华集

团。在考察交流中，林天虎着

重向侨亲们介绍了石狮近年

来的发展，尤其是高铁、高速、

跨海大桥的建设覆盖完善了

交通网络，服装产业、智能产

业及海洋产业继续呈现出广

阔的前景，鼓励在外发展的石

狮侨亲乡贤常回家看看，并参

与投资、建设和发展石狮。王

永权表示，此次活动时间虽然

短暂，但大家仍然能够体会到

这里诸多先进的经济发展经

验和智慧值得借鉴学习。

4月13日至5月2日，北

京石狮商会创会会长蔡清

淳、名誉会长蔡建省、执行会

长吴新艺、副会长王世跃、特

邀顾问施纯座、洪宝塔等一

行六人组成的北京石狮商会

考察团先后抵达南非洲、津

巴布韦、埃塞俄比亚、阿联酋

等四个国家，历时20天。蔡

清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促联谊拓商机，此行的目

的基本实现。

6月12日上午，石湖码头

热闹非凡，安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泉州-越南-泰国”外

贸航线首航仪式如期举行。

该航线是公司在国家“一带

一路”背景下，贴合泉州“以

港兴市、港城联动”建设布

局，作出了业务规划，是泉州

首条直达越南、泰国的集装

箱班轮航线。

开通泉州至越南、泰国的

轮班航线，将成为泉州与东南

亚国家重要的经贸合作桥

梁。公司将立足于“海丝”起

点，紧抓机遇，产业布局紧密

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利

用物流和信息化和核心资源，

构建大物流通道，通过搭建东

南亚运输航线网与内陆海铁

运输网络，形成高效畅通的

“接驳内陆、连接海外”的物流

服务形态，为海内外客户提供

定制化的物流服务。

7月29日至30日，受印

尼全国乡村合作社联盟总主

席何尔曼（HermanWutun）和

总秘书长吴瑞瑯邀请，北京

石狮商会创会会长、石狮市

工商联副主席、世威集团副

董事长蔡清淳，北京石狮商

会副会长、福建省安捷出入

境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种

鑑，石狮工商联副主席、五洲

佳豪（福建）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蔡经义，江苏尚品

置业有限公司蔡中补等一

行，代表石狮市工商联和北

京石狮商会作客雅加达，就

“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对印尼

全国乡村合作社联盟进行考

察。考察后，印尼乡村联盟

确定：该联盟“中国商务代表

处”落户石狮，授权石狮侨商

接洽各路有意投资印尼的企

业家和社团组织。

8月7日，环球海运（营

口）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与神华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环球海运（营口）股份

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神华铁

路专用线运输通道和黄骅港

海铁联运列车以及天津煤码

头、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等物

流基地叠加优势，参与西部物

流大通道建设，建设神华大物

流通路，以实现区港联动、区

域通关为目标，建设具备大通

关功能的海铁、公铁多式联运

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10月27日，石狮纺织服

装企业特别是童装企业组团

参加2017中国即墨童装节。

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国际服装

采购活动成为石狮纺织服装

业布局青岛，开拓日韩市场

的信号。不仅如此，石狮侨

商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从事经贸活动、基础

项目投资。5月初，石狮市布

料营销促进会再次组织相关

企业远赴越南、缅甸参展，开

拓发展空间。

11月10日，上海仁建企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安通控股总经理郭东圣

率团抵达泰国考察访问，在

泰国石狮商会会长林嘉南的

牵线搭桥下，仁建集团与泰

国有关高层会晤，双方就携

手合作，共同开拓泰国市场

达成了初步共识。

在过去的一年，厦门市

石狮商会至少参加了七场以

上的涉及践行“一带一路”的

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与支

持举办纪念福建省五缘文化

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五缘

文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论

坛；参与举办“一带一路”中

泰文化经贸论坛；参与石狮

侨商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活

动，参与协办“一带一路”�海
西商协会新马特区考察之旅

等。

正如世界石狮同乡联谊

会会长、澳门石狮同乡总会会

长王永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所表示的：2017年，在南非、菲

律宾、泰国以及中国香港、澳

门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和地区随处可见石狮乡亲的

身影，这些乡亲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石狮人敢为天下先的

“敢拼会赢”的石狮精神。

（记者胡毅杰李琳毅）

践行“一带一路”活动全面推开
践行“一带一路”活动是石狮侨商凝心聚力维系乡情的创新之举，更是商业经

济对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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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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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从石狮市商
务局获悉，2017年1至11月，

石狮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合

计648984万元，比增4.15%，

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0.45%；

出口金砖四国合计193144万

元，比增174.26%，占全市出

口总额的15.01%。

值得关注的是，石狮生

产型企业出口持续增长，

2017年11月份备案登记生产

型企业1家，全年累计48家，

全市139家生产企业1至11

月合计自营出口301868万

元，比增17.67%，占全市出口

总额23.47%。

此外，11月备案登记贸

易型企业11家，全年累计136

家，全市224家贸易型企业1

至11月合计自营出口978661

万元，比增6.21%，占全市出

口总额76.53%，主要受益于

深圳 12家公司 11月出口

77315万元，占全市当月出口

额45.21%。

从出口的地域分析，1至

11月，石狮全市出口遍布六大

洲14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亚洲639128万元，比增2.6%，

占自营出口总额49.68%；非

洲130910元，比增2.71%,占

比10.18%；欧洲265599万元，

比增9.05%，占比20.65%；拉

美147840万元，比增42.63%，

占比11.49%；北美85090万

元，比增 16.08%；大洋洲

11961万元，比增66.27%。

根据出口数分析，亚洲

与非洲的出口，在去年11月

出现首次正增长，拉美市场

表现抢眼，特别是出口智利

占据了半壁江山，1至11月出

口额达 58130万元，比增

37.29%，成为石狮拉美市场

第一大出口国。拉美多国出

现暴涨的原因主要是户外服

装的出口量暴增，达42559万

元，比增67.04%，巴西市场便

是受益于此，1至11月出口额

达 37814万 元 ，比 增 达

351.42%，增幅较上月扩大78

个百分点，直接带动了金砖

四国出口量的增长。石狮的

主要市场——亚洲呈抬头趋

势，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

西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表

现出较好的势头，11月出口

环比增长均超过100%。其

中印度超1800%、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沙特阿

拉伯超100%。上述国家的

出口增长带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总体数据的上升。

（记者杨朝楼通讯员邱清波）

石狮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合计648984万元

本报讯2017年12月16日，深港商
贸科技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在深圳福田

保税区腾邦全球总部大厦举行，这标志

着由石狮通讯行业协会（筹）参与筹建

的“深港青年创业基地”正式挂牌运营。

据石狮通讯行业协会（筹）的负责

人介绍，深港商贸科技合作基地由香

港公司工商联、深圳创龙智新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特邦集团、石狮通讯行业

协会（筹）等单位投资1亿元人民币共

同打造，基地将利用深圳福田保税区

的优势，作为海外版仓储，把国外优质

产品引入祖国内地，助力打造世界级

大消费新引擎。

福田保税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城市深圳与香港的战略节点，是连

接“国家所长、香港所需”的关键桥

梁。石狮通讯行业协会（筹）负责人王

则昌告诉记者，作为深港首家“商贸科

技合作基地”，深港青年创业基地将借

助区内领军企业腾邦集团在商业服务

领域形成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优

势和福田保税区的物理空间龙头优

势，多维度拓宽香港产业发展空间，为

香港人才拓展数万就业选择，深港两

地互联互通，共同打造亚洲最大的千

亿级商贸科技市场，形成深港两地“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格局，将深

港合作推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为粤

港澳大湾区构建世界级湾区夯实基

础。

据了解，全港各区工商联成立于

1993年，是香港重要的工商团体，致力

于引领会员企业与内地工商业界紧密

联系及交流，开发合作商机。全港各

区工商联会长卢锦钦表示，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融入”对香港来说意味着有

了新机遇。他认为，内地市场消费水

平很高，深港青年创业基地的设立，是

凝聚香港青年人的有效做法，能够让

香港青年人在创业上获得更大的机会

和空间，将吸引更多香港年轻人关注

内地市场。 （记者李琳毅）

深港青年
创业基地正式挂牌

石狮通讯行业协会
（筹）参与筹建，助力打造
世界级大消费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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