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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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助力新福建发展倡议书发布
倡议书呼吁五湖四海的闽籍侨胞团结起来，
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
助力新福建，
共圆中国梦

本报讯 2月2日，第二届
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
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世界
福建青年联会第四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福州举办，来自菲
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南非、日本、
阿根廷等66个国家和地区的
逾450名海外闽籍华侨华人
参加了本次盛会。会上，海
外社团代表、菲华各界联合
会主席蔡志河代表福建海外
社团宣读题为《凝聚侨心侨
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倡议
书，倡议书呼吁五湖四海的
闽籍侨胞团结起来，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助力新福建，
共圆中国梦。
众多石狮籍乡亲参加了
此次盛会，包括菲律宾石狮
同乡总会决策委员卢祖荫、
林玉燕，菲华各界联合会主
席蔡志河，副主席杨华鸿，坦

桑尼亚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
长蔡清票，泰国石狮同乡总
会暨泰国石狮商会会长林嘉
南，执行会长蔡孝兴，马达加
斯加华商总会会长蔡国伟，
菲律宾华商协会会长蔡鸿语
等。与会的石狮籍海外侨亲
告诉记者，参会之后，让他们
对福建对家乡新的发展机遇
充满信心，而“海丝”核心区、
侨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和展现文
化自信等成为不少与会嘉宾
谈论的话题。
菲律宾石狮同乡总会决
策委员卢祖荫表示，国强则
侨强，国兴则侨兴，要在菲律
宾的主流媒体上宣传祖（籍）
国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宣
传福建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菲律宾石狮同乡总会决
策委员林玉燕表示，大家要
永葆关爱家乡的热情，在经
济发展、民生改善、公益慈善

等领域积极作为，为“再上新
台阶、建设新福建”贡献更多
智慧与力量。
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
志河则认为，中国向全世界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我
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建设
得越来越好，世界也会分享
到中国的发展机遇。“我们虽
然身在海外，但是我们心系
祖（籍）国，作为旅居海外的
乡亲，要起到桥梁作用。”
泰国石狮同乡总会暨泰
国石狮商会会长林嘉南表
示，闽商有“善观时变、敢拼
会赢”的传统，我们要发挥融
通中外的优势，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架起桥梁，推
动福建对外经贸交往，与家
乡、与全球共享共创发展机
遇。
菲律宾华商协会会长蔡
鸿语表示，要将个人事业发
展与家乡的发展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为建设“一带一路”、
促进中外友好贡献力量。
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常
务副会长蔡清票则表示，广
大侨胞要推广中国文化、弘
扬中华美德，促进民心相通，
做中外交流的友谊使者，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会
长蔡国伟认为，推进中华文化
繁荣和展现文化自信是每一
个旅外侨亲应尽的一份职责，
他将在马达加斯加注册并创
办“华商时报”，力争把“华商
时报”办成“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福建声音”的窗口。
当天的会议上，还举行
了“新时代 新征程”主题宣
讲，成立闽籍侨商“一带一
路”协作网，系列举措旨在广
泛凝聚全球闽籍侨商的正能
量，共同为新时代中国梦的
福建篇章做出新贡献。
（记者 李琳毅）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
与韩国亚洲文化经济联合会缔结为友好协会
本报讯 2月7日，菲律宾
华商经贸联合会会长、石狮籍
旅菲青年才俊蔡鸿语与韩国
亚洲文化经济联合会会长、青
瓦台总统府顾问宋在旭在菲
律宾马尼拉签署两会友好协
会签约仪式。当晚出席活动
的有三星工业副总裁金炳洙，
庆山南道调查所所长李太水
以及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林志谦、蔡鹏伟、
曾国哲、洪朝伟、洪良德、柯俊
盼、许朝沛等相关负责人。
宋在旭先生作为今年
金海市市长候选人，详细介

绍金海市的发展情况，并希
望双方加强交流与合作。蔡
鸿语表示，韩国是一个较为
发达的国家，拥有完善市场
经济制度的经合组织，值得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借鉴
和学习，基于对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商机的
共识，广泛开展文化及经济
交流也就水到渠成了。根据
协议，双方交流过程中，将进
行知识信息交换、共享，并经
过协商协作发展共同利益，
营造相互合作氛围。
（记者 李琳毅）

石狮外商投资持续增加
本报讯 据石狮市相关
部门统计，2017年，石狮市全
市新批及增资外商投资项目
61个，合同外资额 27488万
元；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
径）146430万元，增长3.2%，
完成全年任务的106.7%。
去年以来，石狮市全面
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内外资
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凡在
石狮投资的境外投资者，均
可享受国家、省、市鼓励外来
投资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
对外资企业科研创新、转型
升级、技术改造、人才引进、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建设、
业务牌照和资质申请等，确
保同等享受、优先办理，未经
法律授权不得擅自增加对外
资企业的限制，同时提高外

商投资综合服务水平，整合
政府、社会资源，搭建企业服
务平台，积极指导，靠前服
务，处理好招商和稳商的关
系，加强对外商投诉事项的
协调与处理，切实解决企业
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满足外
资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进
一步清理不规范涉企收费，
管住“无形的手”，减少不必
要的行政执法，降低外资企
业经营成本。凡国家没有明
文规定的，一律不得收费；凡
是有上下限规定的涉企收
费，一律按照下限执行，大大
增强了外资落地的积极性。
据石狮市商务部门相关
人士介绍，因石狮市闽台两
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的兴
起，引入多家台资企业入驻，

图为海关人员正在指导外企报关
占项目数的 48%。此外，在
目前，商务部门正在加紧
去年引进的外资企业中，涵 备案一批外资项目，积极策划
盖了纺织服装、电子通讯、服 生成一批新的外资项目，为实
务业、餐饮业、中介等各行各 际利用外资提供支撑。
业，可谓包罗万象。
（记者杨朝楼通讯员洪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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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闻联播

“一带一路”大使
话旅游高峰论坛举办
据新京报 2月1日，第二届“一带
一路”大使话旅游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办，此次会议以“一带一路 使命中国”
为主题。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7年
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规
模已超过2500万人次。本次论坛聚焦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新型城市外交、旅
游、文化、商贸等行业的发展机遇，积极
探讨丝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大环
境下，如何应对未来大旅游、大文化背
景下的融合之道，以及出入境游客如何
做好文化交流、观光旅游的接待、安全、
保障和服务工作。
韩民间主导成立
“一带一路研究院”
据环球网综合报道 为积极促进韩
国与中国之间交流协作，韩国民间主导
创立的社团法人“一带一路研究院”2月
5日正式成立。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长
子、韩中文化中心院长卢载宪，Heritage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崔载千担任理事
长，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曲欢担任共
同院长。
研究院表示，以成为韩国“一带一
路”相关研究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
研究中枢为目标，研究院将积极与中国
国家级和中韩历史文化交流中心地区
——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的
社会科学院等进行交流，并将于3月发
行学术期刊《一带一路》创刊号，以中
文、韩文、英文三种语言发行。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
5月重庆出发
据旅游快报 2018年2月7日，“ 一
带一路”新丝绸之路中国品牌万里行组
委会宣布“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民族
品牌万里行第一季活动——“中国智
造”闪耀中东欧将于2018年5月20日由
重庆出发。第一季活动主题是“中国智
造”闪耀中东欧，将从 2018年 5月至
2018年8月，历时3个月，途经俄罗斯、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
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
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
十七个国家，以“中国智造”闪耀中东
欧”为主题，融合东方特色和全媒体元
素的精彩，通过系列活动来协助企业塑
造中国品牌，向“一带一路”各国生动展
示中国品牌故事和新丝绸之路的文明
魅力、激情活力和无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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