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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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海博会助推服装业连接
“一带一路”

本报讯 4月 17日至 22
日，第四届中国（泉州）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
（MSREXPO2018，下称海丝
品博会）、2018中国石狮国际
时装周暨第二十一届海峡两
岸 纺 织 服 装 博 览 会（STCF
2018，下称海博会）将在石狮
举办。今年的主展区预计展
出面积超过25000平方米，吸
引15000名专业采购商到场
参观采购。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
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
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开
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
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增
进沿线国家人民福祉的重大

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和积极支持。今年的海
丝品博会、海博会承续“两
岸、规模、专业、休闲、时尚”
的思路，将通过举办国际商
务活动，推介石狮的城市和
产业加快对接“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区，拓展国际新兴市
场，同时为福建泉州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和
战略支点城市”和福建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做出积极贡献，推动泉州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早在
2015年12月，石狮侨商就在
澳门发出推进“一带一路”倡
议的澳门行动宣言，而接连
21年举办这样的盛会，不仅
体现了履行石狮在泉州地区
“排头兵”的历史责任与担
当，更有望发挥人缘、地缘与

产业独特的优势，抓住历史
新机遇，成为落实“一带一
路”战略的先行者。
本届海丝品博会以“新丝
路、新合作、新融合”为主题，
充分发挥博览会的平台作用，
集合更多国内外买家与参展
商对接采购，提升整体参展效
果，实现融合发展共赢目标。
贴近市场、贴近需求，充
分体现了共享、互信、自治的
原则是本届海博会的主导思
想。在展区规划方面，A区以
流行趋势馆、石狮品牌馆、台
湾馆、电商展区为主；B区设
染整企业面料展区、纺织机
械展区等；C区设辅料展区。
今年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集中办展，据介绍，男女童成
衣、面料、辅料、机械、电商、
产学研、产业集群、科技创

新、贴牌代工和台湾馆、流行
趋势发布等活动在石狮国际
轻纺城统一展出。此外，展
会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多
场行业论坛和供采对接会，
包括闽粤纺织服装行业交流
暨新材料、新技术研讨会等
活动。
台湾纺拓会的江明政在
与记者微信沟通中认为，随
着海丝品博会和海博会不断
成长，石狮已经成为全球客
商把脉产业潮流和贸易风向
的重要平台。福建省工商联
常委李永坚则认为，石狮纺
织服装业应该充分利用海丝
品博会、海博会的平台，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服装市场，让石狮服装走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
（记者 李琳毅）

菲经贸团考察古丝路上重要节点城市

本报讯 为了加强对祖
国各地的投资环境和“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有着更一步
的了解，促进经贸往来，增进
文化交流，从3月29日开始，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访问
团组织了2018回国商贸考察
团，在会长蔡鸿语的带领下
一行32人，在福建、安徽、江
西各地进行了商务考察和参
观访问。
在安徽黄山期间，参访
团出席了黄山市政府举行的
黄山市投资推介会，并与黄
山市副市长毕普民进行了亲
切交谈。在江西景德镇，菲

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与景德
镇市侨联签订友好社团协
议，蔡鸿语透露，根据友好协
议，双方将建立合作机制，推
进两地信息沟通、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在实
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
发展，为推动两地经济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
在福建，参访团主要考
察了南平市和泉州市，南平
市外侨办主任高天明向考察
团介绍了南平市发展的基本
情况，双方都表示，要抓住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机遇，
加强互动、增进了解、促进双

向经贸交流合作。
4月3日，菲律宾华商经
贸联合会访问团一行抵达泉
州参访，泉州侨办主任温锦
辉会见访问团一行并与参访
团座谈交流。温锦辉对访问
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侨乡
特色、生态环境等多个层面，
向客人介绍了泉州市的基本
概况。温锦辉表示，泉州县
域经济发达，各县（市、区）都
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具备良
好的创业兴业环境，竭诚欢
迎广大海外侨亲常回家乡探
亲旅游、考察投资，为家乡的
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蔡鸿语会长对泉州市外
侨办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
此行让访问团成员加深了对
泉州的了解，希望今后能够
进一步加强同家乡的联系，
探讨交流合作。双方互赠了
纪念品。在泉州侨办协调安
排下，访问团参观了泉州华
侨历史博物馆，了解泉州市
“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

成立于2014年，系由全菲各
地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
旅菲华侨华人组成的商会组
织，成员新移民为主。致力
于搭建一个华商交流、互动
与合作的平台，弘扬华商文
化，促进菲中友谊。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蔡鸿语表示，此
行收获颇丰，通过走访，了解
了各地的投资环境和“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泉州和景德
镇都是“一带一路”古代陆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之
一，是陶瓷、茶叶等“一带一
路”大宗出口商品的主要产
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
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希望能
够通过相互访问、考察参会
等方式建立更多联系，能够
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进友
谊，共同为菲律宾与泉州市、
景德镇市等地方之间的商贸
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创造
一个良好的平台，共创商机，
为弘扬华商文化，促进菲中
友谊，共建和谐侨社，在大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做出
应有的贡献。
（记者 李琳毅）

海内外李氏宗亲汇聚石狮

投身到
“一带一路”
建设大潮中
本报讯 4月6日下午，石
狮市陇西李氏中青年理事会
第二届理监事换届庆典活动
如期举行。数千名海内外李
氏宗亲汇聚石狮，共同见证庆
典活动，祖籍永宁镇子英村的
青年才俊李永坚荣任第二届
会长。
出席庆典活动的嘉宾
有：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信义
集团董事局主席李贤义，海
南省“赤子模范”、展兴集团
总裁李圣典，世界李氏宗亲

总会副理事长、石狮市陇西
文史研究会会长李荣灿，石
狮市旅港同乡总会副会长李
聪颖，俄罗斯闽南商会会长
李振奋，厦门市泉州商会会
长李文派，旅菲银江同乡总
会会长、庆贺团团长李恩典，
旅港银江同乡总会会长、庆
贺团团长李玉腾，旅菲梅林
同乡会理事长、庆贺团团长
李志猛，旅港梅林同乡会理
事长李清凉，港边香港同乡
会理事长李荣坤，旅港金埭

同乡会理事长李向阳，旅港
内坑同乡会理事长李天泉，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石狮籍
李氏中青年才俊、福建省姓
氏源流研究会李氏委员会代
表、闽南李氏宗亲联谊总会
代表团成员、闽南君怀堂管
委会代表、河北省隆尧县赵
郡李氏宗亲联谊会代表。北
京石狮商会、上海石狮商会
等友好社团也应邀派人观摩
了庆典活动。
新任会长李永坚表示，将

秉承石狮市陇西李氏中青年
理事会成立的宗旨，团结一
致、敦睦宗谊、热心慈善，进一
步提升石狮陇西研究会在海
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
了海内外华人对陇西文化的
认同感，推动了海内外宗亲寻
根问祖、开展联谊恳亲等活
动。李永坚还透露，将与石狮
侨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联
盟单位配合，让石狮的李氏宗
亲投身到“一带一路”建设的
大潮中。 （记者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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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石狮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
协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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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位：石狮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石狮市侨台外事局
石狮市海洋与渔业局
石狮市工商联（总商会）
石狮市贸促会
北京石狮商会
上海石狮商会
厦门市石狮商会
承办单位：石狮日报社
石狮侨报

“一带一路”新闻联播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
在京举行
据中国证券网 4月12日，由中国贸
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与世界商会联合会
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
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释放潜
能，共享未来”，与会代表围绕贸易与电
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金
融合作与经济发展、法律服务与风险防
范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凝聚更多共
识，扩大务实合作。
中国贸促会、世界商会联合会、商务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印度尼西亚海
事统筹部、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等70
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知名企业家、商
协会负责人、专家学者和相关国际组织
负责人共700多名嘉宾参加会议。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台商可积极融入享红利
据华夏经纬网 4月7日，在首届厦
门大学“一带一路”发展论坛上，两岸学
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
打造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台湾应积极
融入其中，发挥优势，分享“一带一路”
建设的红利。
与会学者认为，台湾在地理上属于
“海上丝绸之路”范畴，而且台湾拥有服
务业、金融业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产
业转移的经验。“台商和台胞可在大陆
‘一带一路’建设中，梳理产业供应链，
结合自身的产业特点，找到有竞争力的
环节，主动参与融入。”台湾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可以使台湾借助大陆，将经
济的触角更广泛地延伸，这对台湾的经
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
暨“一带一路”金融投资论坛召开
据中证网 4月12日-13日，2018全
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暨 2018“ 一带一
路”金融投资论坛在广州召开。论坛围
绕“‘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可持续发
展”主题，就“以融资促进‘一带一路’区
域联系”“‘一带一路’机遇开创可持续
发展新途”“创新性金融与可持续发展”
等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以实际行动推
动全球化向前发展，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中
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
立“丝路基金”，鼓励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等，为解决制约
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面
临的融资困难发挥了卓有成效的推动
作用。当前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共同努力搞好投融资合作，坚持以企业
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保证“一带一
路”建设投融资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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