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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一中菲律宾
校友回母校参观
本报讯 4月 6日下午，

石狮一中菲律宾校友会会长
许海港、副会长王传照、副秘
书长邱双荣及蔡培泉等校
友，代表菲律宾校友会拜访
母校。这是石狮一中菲律宾
校友会去年成立以来，第一
次正式访问母校。石狮一中
校长华丕长、党支部蔡永康
等校领导及部分教师，以及
石狮市一中教育促进会理事
长许友情等参加了与菲律宾
校友的交流活动。
活动中，华丕长校长向
校友们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
况，并肯定了菲律宾校友会
成立的积极作用。许海港会
长表示，菲律宾校友们都非
常关心母校的发展。当校友
们了解到学校每学期都有对
优秀学生进行表彰这一情况
后，他表示，菲律宾校友会将
给这些优秀学生筹集适当的
奖学基金，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还将由菲律宾校友会
派代表回国参加表彰大会，
给优秀学生颁奖，菲律宾校
友会将尽自己所能支持母校
发展。
交流结束后，石狮一中
菲律宾校友会一行还在学校
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新建
的教学楼和实验楼等。
（记者许小雄通讯员吕真真）

东埔感恩亭建设
提上日程
本报讯 4月14日下午，

泉州市政协副主席李冀平和
泉州海交馆原馆长王连茂，
应东埔历史文化渔村建设执
行组的邀请，莅临东埔总支
对感恩亭的建设项目进行调
研座谈，东埔总支书记邱清
辉、渔博馆邱国凹馆长向他
们介绍了建设感恩亭项目的
规划与设想，李副主席对渔
村历史文化规划建设的做法
非常肯定，表示感恩亭项目
可以作为海丝文化建设的一
部分，同时对东埔渔村历史
文化建设提出宝贵的建议和
意见。
据悉，1991年寒冬，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
之路”综合考察队与石狮渔
民，本是两个不应有交集的
双方，却因为一次意外相遇，
而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救
援。东埔曾计划在东宫山上
修建一座见证这段中外友谊
历史的纪念亭，但因种种原
因搁置了，作为亲历的渔民
有些遗憾，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
察队的这次救命之举，使获
救的渔民永生铭记。东埔渔
民为报答国外友人的救命之
恩，计划在东埔渔港附近建
立感恩亭，以表达对国外恩
人的一种感恩之情，延续这
段救命情缘。
（记者邱育钦通讯员邱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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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功勋 松柏谱丹心
家乡师生祭扫郑声党蔡碧霞伉俪陵园

本报讯 春风和煦，草木吐
绿。清明时节，松柏凝萃。4月4
日上午，在这缅怀先辈，感恩思亲
的日子里，石狮三中、三中附小、
明红幼儿园的300多名师生们与
郑厝村关工委，满怀崇敬之情来
到了爱国侨领、“石狮功勋”郑声
党先生、蔡碧霞女士长眠之处，举
行清明祭扫活动，深切缅怀郑声
党先生、蔡碧霞女士爱国爱乡、造
福桑梓的崇高精神。禾乃食品董
事长郑光标先生、李海伦女士、郑
氏家族成员一同参加祭扫活动。
祭扫仪式上，石狮三中校长
陈泽生和附小学生代表先后致悼
念词，师生鞠躬致哀，聆听郑老先
生奉献开拓的一生、勤劳简朴的
一生和心怀教育、乐善亲仁的博
爱情怀，接着学生代表敬献花
圈。整个活动肃穆、庄严，表达了

对郑老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
思。通过此祭扫活动，给师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继承先辈高尚情怀的课。师生们
纷纷表示，郑声党先生、蔡碧霞女
士虽然离开了，但他们的崇高精
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他们心
怀感恩，砥砺前行，他们将传承、
弘扬声党先生他们爱国爱乡、无
私奉献的崇高风范，努力工作，勤
奋学习，团结一致，锐意进取，把
学校建设得更加美丽，办得更好，
成为培育人才的摇篮。
据悉，郑声党先生、蔡碧霞女
士是著名的爱国侨亲，夫妻俩的
桑梓情怀与热心公益的善举令人
感动。在石狮及泉州一带，很多
地方都可看到郑声党先生与其爱
人热心公益、支持家乡建设的印
迹。因为贡献突出，石狮市委、市

政府代表民意，授予郑声党、蔡碧
霞伉俪“石狮功勋”铜牌匾；福建
省人民政府给予树碑表彰；国务
院侨办专门行文嘉奖。据了解，
每年，石狮三中、三中附小、明红

幼儿园等学校都会与郑厝村关工
委联合组织学生，到郑声党先生、
蔡碧霞女士的安息地祭扫，表达
对爱国侨亲的崇敬与怀念。
（记者 许小雄 林智杰）

再现老式渔业作业方式
本报讯 随着一声嘹亮 报、泉州电视台等媒体的

有力的渔民号子响起，在东
埔三村的渔博馆楼下，身着
帆布衣、蓑衣裙的老渔民
们，开始了打草桶绳的作业
方式，而“长枪短炮”纷纷上
前，将这一幕记录下来，这
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老
渔民们再现老式渔业生产
工具——小车打草桶绳的
原始作业方式。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闽南之声、厦门晚

记者齐聚石狮海峡渔文
化博物馆进行采访，日本
立命馆大学社会学系（应
用传播学专业）博士、原
厦门晚报总编、厦门日报
副总编，现厦门工学院教
授朱家麟亲临现场参观、
考察。通过采访与交流，
将古老的渔文化记录下
来，并将其带回到民众的
视野中。（记者 邱育钦 通
讯员 邱国凹）

石狮争取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举办
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介绍》辅
导讲座，再一次引起服装城商户
的热议，大家都在互相打听着：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即将获
批落地了？据介绍，相关部门正
在积极争取，能否获批还有待结
果。不过，服装城的商户们已经
开始摩拳擦掌了。
服装城许多外贸商户对市
场采购与一般贸易的区别，已经
十分了解，商户许女士介绍说：
“知道，市场采购贸易就是小额、
小批量、多批次，采购商与供货
商直接达成交易，外贸中介仅作
为采购助手。简单地讲，市场采

购就是‘用内贸的方式做外贸’，
也就是‘无票贸易’。”许女士介
绍，传统一般贸易方式要求出口
方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而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货物直接
免征增值税，即市场集聚区的市
场经营户未取得或无法取得增
值税发票的货物，均可以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出口。许女士表示，
这样，对于服装城商户来说，就
太便利了。
石狮市商务局相关人士表
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一方面使
“单小货杂”的商品能便捷通关，
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使
采购商、供货商不深度参与实质

性的外贸环节，门槛低，不具备
国际贸易能力的中小商户也能
简单参与外贸。对于石狮来说，
开展市场采购贸易，一是推进了
外贸领域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
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货
物实行增值税“免征不退”，实
现“无票通关”，杜绝了骗取出
口退税的风险，降低了企业的
资金成本。外汇方面，创新货
物与外汇的对应机制，允许委
托出口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境外采
购商等多种主体收汇。通关方
面，海关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
动化和无纸化报关，实现24小

时全天候放行；检验检疫对小
额批量的法检商品试行先快速
放行、事后抽检的管理模式，实
现便利通关和风险管控的统
一；二是可以充分挖掘国际市
场潜在需求。通过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能将市场上丰富的商品
输送到境外，将国外市场潜在
需求激发出来，以服装来说，可
以扩大石狮市场的覆盖面；三
是可以激发中小微企业的生
产，没有能力自建外贸体系的
中小微企业可以利用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这个共享式的商贸流
通和对外贸易平台，构筑通道对
接国际市场。 （记者 杨朝楼）

《两地书 故乡情——泉州市侨批展汇编》出版面世
本报讯 近日，由泉州市档
案局（馆）主编的《两地书 故乡
情——泉州市侨批展汇编》一书
正式出版，并面向社会免费发
放。
《两地书 故乡情——泉州
市侨批展汇编》汇集了近年来泉
州市档案局（馆）举办的具有代
表意义的5个展览。其中《家书
抵万金——新加坡侨批展》是泉
州侨批乃至福建侨批首次赴境
外展览；《两地书 家乡情——闽
南百年侨批文化展》的展出，促

进了泉州人民与菲律宾人民之
间的友谊；《抗战侨批实物展》向
参观者展示了华侨积极参与和
支持抗战的家国情怀；《传承优
秀家风 践行“两学一做”——泉
州侨批“家风”展》向广大党员干
部、社会群众展示了华侨“爱国
爱乡、和谐友善、勤俭创业、诚信
自律”的优良传统家风，积极营
造“以好家风涵养好党风”的良
好氛围；《乡愁与记忆——泉州
百侨百村侨批珍品展》则展出东
南亚各地108位华侨寄往泉州

市108个村的108封侨批。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及民
俗等众多领域，充分体现了泉州
侨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据了解，泉州市档案局（馆）
是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
案”的主要收藏单位之一，现有
实物侨批3384封、扫描件3万余
件。自启动“侨批入世遗”工作
以来，泉州市档案局（馆）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通过收购侨批及扫
描件、建立“侨批档案”专题数据
库、组织学术研讨会、开展侨批

遗址踏访、举办侨批展等多种方
式来保护和推广这一宝贵的历
史印记。特别是举办展览这一
形式，对扩大侨批社会影响力、
推广侨批价值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两地书 故乡情——泉州市
侨批展汇编》将这5个展览汇编
成册，旨在让读者们一次性享受
侨批的饕餮大餐，从中发现和欣
赏侨批的丰富内涵，并在不知不
觉中接受闽南优秀传统文化的
洗礼。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黄金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