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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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
通过石狮企业与泰国企业双方的技术及资源互补优势

石狮海洋深加工产业再上台阶

本报讯 在上月石狮市经
贸访问团考察泰国曼谷期间，
石狮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司
与泰国海之价有限公司本着平
等互利的原则，希望通过双方
的技术及资源互补优势，促进
共同发展，签订了项目合作意
向协议书，根据合作协议，双方
将建设水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线
进行泰国鱼罐头生产项目合
作，该项目投资总额3000万美
元。这标志着，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大背景下，通过石狮企
业与泰国企业双方的技术及资
源互补优势，石狮海洋深加工
产业再上台阶。
这是石狮华宝明祥食品有
限公司在两年之内第三次与泰
国海之价有限公司进行深度合
作。加上此次签约，石狮华宝
明祥食品有限公司已经在鱼罐
头生产线上投资1.3亿美元，未

来将达到八条鱼罐头生产线，
如果全部投入生产，产值预计
突破10亿元，可创税收1.5亿
元，根据与泰国海之价有限公
司的协议，泰国海之价有限公
司负责全部产品的销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石狮
市旅港同乡总会副会长、石狮
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鹏飞认为，泰国海之价有
限公司选择与石狮的合作，主
要是看中石狮的海洋经济产业
优势，作为半岛型城市，石狮三
面临海，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捕
捞、海上养殖、海洋产品深加工
以及海洋生物产业独领风骚。
“截至目前，石狮的渔货每年预
计超过60万吨。这也是石狮
祥芝渔港渔货产量作为福建第
一、全国第五的国家级中心渔
港的实力体现！”据介绍，通过
近两年的合作，石狮华宝明祥

食品有限公司鱼罐头的生产质
量也得到广大欧美客户的认
可，石狮的鱼罐头生产技术上
的优势也是泰国海之价上市有
限公司不具备的。据了解，未
来八条生产线生产的茄汁沙丁
鱼罐头日产量达80万罐，将全
部出口到泰国，由泰国海之价
有限公司负责销售。
谈及此次跟随石狮市经贸
访问团考察泰国曼谷、柬埔寨
金边、越南河内，刘鹏飞认为，
收获颇丰。他告诉记者，考察
团所到之处，无论是上了年纪
的老侨亲还是近些年刚出去打
拼的新侨，他们都十分认同中
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
石狮侨商大有可为。“这也坚定
了华宝明祥食品通过与泰国合
作开拓市场的决定。”
作为泉州市海洋生物加工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盟
主”，刘鹏飞计划在今年年底组
团到青岛参加青岛渔博会，已
经预定了600平方米的展位，
可以尽情展示石狮乃至整个泉
州的海洋生物加工产业技术。
刘鹏飞还向记者透露，由28家
出口备案水产品加工企业组成
的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年出口
值已从2012年的8000万美元，
增至2017年的2.95亿美元，实
现“五连增”，平均年增幅高达
53%，这也充分证明，石狮、泉
州水产品出口加工业发展进入
“快车道”。“石狮要有担当，主
动当好泉州的海洋生物加工的
龙头，相信随着石狮市海洋生
物科技园区建设的完善，石狮
海洋经济发展必将成为未来石
狮实业经济发展的璀璨明珠。”
对未来的发展，刘鹏飞信心满
满。
（记者 李琳毅）

石狮旅港乡贤带队
寻觅
“一带一路”
商机
本报讯 7月4日，由石狮
籍旅港乡贤、香港全港各区工
商联主席卢锦钦带领的香港全
港各区工商联代表团抵达山
东济南，受到山东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王忠林的亲切会见。
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是本次
博览会的主办方之一，代表团

此行的目的是出席东亚博览会
第六届韩国商品博览会活动，
进一步洽谈交流寻找合作机
会。卢锦钦说，香港全港各区
工商联看好济南的发展，广
大企业希望搭上济南发展的
快车，寻觅“一带一路”商机，
实现更大发展。（记者李琳毅）

石狮商人纷纷挺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对于很多石狮商人来说，
“爱拼敢赢”是流淌在身上不变
的主旋律，自2015年石狮侨商
发布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澳门
行动宣言后，石狮侨商更是响
应国家的号召，纷纷挺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为倡议的推进
添砖加瓦。

东南亚是石狮践行“一
带一路”倡议的大本营

“泰国那边有一些码头扩
建、机场、高速建设项目，看有
没有合适的人选想做这一块。”
上月到泰国曼谷参加泰国石狮
商会换届庆典的诚意企业顾问
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崇艺日前在
帮自己的表亲来对接一些泰国
的项目。在他看来，包括泰国、
菲律宾、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
家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将会
有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就好比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感觉处处
都是商机。”而且，还让苏崇艺
关注东南亚国家发展势头的是
这些国家的闽商也不在少数，
在当地的华人团体中是绝对的
主力，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
月”，擅长借力打力的苏崇艺早

就计划围绕着“一带一路”倡议
以及熟悉的东南亚国家开展业
务。据苏崇艺透露，他的企业
已经获得从事菲律宾人才引进
项目牌照，本月，菲律宾人才引
进项目将会正式启动。
创意纸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世清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
开始，他已经走了越南、柬埔寨、
泰国、菲律宾等四个“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国家，而且是带着考察
项目目的去的。“目前来看，在改
善与中国的关系之后，整个东南
亚投资环境将会变得更好。”陈
世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越来
越多的石狮人甚至闽籍商人，会
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投资兴业，
“这些国家已经成为我们石狮商
人的大本营了”。

石狮商人谋势而动
稳扎稳打

“正在筹划中，如果要开
店，也是几个店同时开。”中国
十大童装品牌、石狮童装与儿
童产业联合会会长、季季乐童
装董事长吴清湖说，相对于其
他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
资项目，开零售店显然是比较

小的投资，而且见效快。近年
来，通过“快时尚”+
“零库存”两
大利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季
季乐在“新零售”体系中尝到了
甜头，而且全国门店数量也超
过 1200家，“ 相对于其他童装
品牌，我们品牌更有优势。”吴
清湖所谓的优势指的是季季乐
不仅仅是一个做国内市场的童
装品牌，而且还做着外贸的生
意，主要针对欧美国家，这样，
季季乐既能了解童装行业最前
沿的流行讯息，也能生产出性
价比超高的产品，对于消费能
力相对较弱的东南亚国家来说
是一件好事。目前，季季乐已
经在台湾地区布局近 20家门
店，“我们未来在东南亚国家的
布局肯定会远超台湾地区这个
规模”。
“东南亚地区的女性消费
者和我们中国人的体格相似，
这给了我们更多机会。”金苑服
饰董事长洪少培介绍，除了金
苑和WEWE两个品牌之外，金
苑旗下还有一个叫简朵的品
牌，之前该品牌主要通过天猫
等电商平台销售，现在洪少培
转换了一个思路，直接把简朵

的产品通过渠道商或自己直接
供给海外市场，主要是东南亚
国家，“ 我们的价格优势很明
显。”洪少培说，正在发展中的
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人的购买
能力还是有限，他们更加青睐
性价比高的产品，简朵正好契
合了当地人的消费习性。
除了品牌服装之外，石狮
青商会会长郭东圣的泉州安通
物流也在去年开始发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泰国、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毫无疑
问，物流通道的畅通，将加速助
力‘一带一路’建设。”郭东圣透
露，安通物流将进一步拓展与
东盟各国物流业务。
除了东南亚国家，包括飞
亚世董事长黄毓平、健健集团
董事长蔡建省等一些企业家也
把新的发展方向转到和中国关
系“老铁”的非洲，比如说赞比
亚。虽然目前在非洲的一些项
目只是刚刚起步，但可以预见
的是，未来非洲的快速发展都
会有中国人的身影，石狮商人
也将会在非洲崛起的历史进程
以及“一带一路”的推动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记者 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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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共赢

本报讯 以中国侨联经济科
技部巡视员、中国侨商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安晨为团长的中国
侨商联合会菲律宾访问团日前到
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交
流访问，受到世界福建青年联会
菲律宾分会常务副会长林志农等
的热烈欢迎。
在座谈会上，安晨简要介绍
了中国侨商联合会近年来会务开
展的情况。他说，中国侨商会的
主要职能是充分发挥联系海外与
内地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国
家经济建设贡献力量，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发展、引进高新技术人
才牵线搭桥。安晨表示，现在中
菲关系融洽，作为“一带一路”重
要的节点国家，他希望中国侨商
会能与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
分会加强沟通，实现合作共赢。
受会长王荣忠的委托，林志
农首先代表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
律宾分会对中国侨商会访问指
导，表示欢迎和感谢！林志农简
要介绍了自去年8月份世界福建
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成立以来会
务开展的情况。他说，围绕为菲
律宾青年华商提供服务交流平
台，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
会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机
遇，积极促进国际商业文化交流
与经贸往来，会务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效，下一阶段将继续做好各
项会务，当好青年一代的贴心人，
成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的实干
团体，同时将发挥青年人敢拼敢
闯的精神，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社团、商会、企业
开展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为祖
（籍）国的繁荣稳定和区域经济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又讯 中国侨商联合会菲律
宾访问团在菲律宾期间，专程到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拜访，在与
经济兼商务参赞金远座谈中，金
远希望访问团多与菲律宾华社交
流，寻觅商机，助力中菲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在菲
律宾期间，访问团还访问了菲律
宾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等
主要华社。 （记者 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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