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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正是扬帆时 石狮力争
“开门红”
本报讯 近日，记者了解
到，备受海内外乡亲关注的石
狮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业务一路飙升，运行3个月，
泉州海关接受申报货值10.11
亿元，货重12149吨，货物商品
分别出口菲律宾、埃塞俄比亚
等68个国家和地区，“买全国、
卖全球”已不只是口号，这也促
使石狮与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泰
国石狮商会达成“东南亚采购
集散中心”项目框架协议，借助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在多

领域开展合作，这也为石狮力
争“开门红”打下坚实基础。
过去的一年，石狮交出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2018
年，石狮以开展“实业项目落地
年”活动为抓手，围绕“五个一
批”，精准谋划项目、对接项目，
建立招商项目库和乡贤信息
库，紧盯智能制造、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等产业，坚持质量与
效益并重，加快建设“3+3+N”
产业体系，经济建设卓有成
效。据《石狮市2018年经济运

行情况的通报》显示，2018年，
石狮市生产总值836亿元，增
长9.1%，增速比上年提高0.6个
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9.5%；
财政总收入（不含基金）65亿
元，增长6%；实际利用外资（验
资 口 径）57594万 元 ，增 长
9.6%；出口商品总值 1591000
万元，增长21.1%，增速比上年
提高11.3个百分点。可以说，
2018年，石狮市全面完成和超
额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2019年，石狮更是不待扬
鞭自奋蹄，大力推进“实业项

目赶超年”活动，在石狮市海
内外乡亲新春座谈会暨招商
推介及项目签约会上，共有22
个项目（总投资 58.3亿元）完
成现场签约。同时，石狮专门
出台了《石狮市2019年招商季
专项行动活动方案》，推出服
务项目高效审批若干措施，提
高审批效率，服务投资项目，
对照全年“五个一批”目标任
务，集中力量抓招商，加强服
务保障，尽快促进产业项目落
地，确保新年实现“开门红”。
（记者 邱育钦）

2019 年春运结束

泉金航线春运期间
运送旅客 18676 人次
本报讯 2019年春运（1月21日-3月1日）
已经结束，泉金航线春运期间共安全营运324
航次，运送两岸旅客 18676人次，同比增长
13%。其中台胞7300人次，占39.1%。
目前，泉州地区天气逐渐回暖，短途游和
周末游将有所升温，泉金航线周末客票紧俏，
有计划搭乘泉金航线出行的朋友请提前拨打
客服电话（0595-86097861），咨询船票余量，
以免因船票售罄，耽搁出行。图为旅客有序
登上春运航线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徐建伟）
石光中学校董校友捐献 190 多万元奖教奖学
本报讯 2月27日，石狮市 事长杨华鸿，以及市教育局负 优秀的教师，录取到石光中学
据介绍，此次奖教奖学资
石光中学第三十二届蔡良础 责人，石光中学的老校长、校 高中部中考成绩居前十名的 金共190多万元，其中，石光中
奖学金、第七届石光教育促进 行政、师生代表、家长代表等 学生，以及高考文理科总分获 学第四届校董会捐资30万元，
会奖教奖学基金、第六届蔡亨 参加大会。
石狮市前三名的学生；蔡亨池 石光中学教育基金会捐资100
池施淑华伉俪教育基金、第六
此次进行颁奖的第三十 施淑华伉俪教育基金是由健 万元，石光教育促进会捐资42
届陈文栋奖教奖学基金、石光 二届蔡良础奖学金是由石光 健集团董事长蔡建省设立的， 万元，蔡亨池施淑华伉俪教育
中学第四届董事会教育基金、 中学旅港校友蔡良础先生于 全额资金200万元，每年拿出 基金捐资10万元，蔡良础奖学
石光中学教育基金会颁奖大 1986年设立的，33年来，已累 10万元进行奖教奖学；陈文栋 金出资58400元，陈文栋奖教
会举行。旅菲侨领、石光中学 计捐资130多万元用于奖励学 奖学金是由原石光中学旅港 奖 学 金 出 资 35900元 ，对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林玉燕， 校各年级的优秀学生；石光教 校友会会长陈文栋出资设立 2017—2018学年度在高考、中
旅港乡亲、石光中学第四届董 育促进会奖教奖学基金是由 的。石光中学第四届董事会 考、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学生学
事会常务副董事长、石光中学 石光中学石狮校友会筹资于 教育基金、石光中学教育基金 科竞赛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
香港校友会会长许荣芳，旅菲 2000年成立的，主要是奖励各 会于2016年石光中学70周年 老师和学生进行奖励。
侨亲、石光中学教育基金会理 级评优、评先及当年高考成绩 校庆时成立。
（记者许小雄通讯员王文立）
旅菲石狮市华侨中学校友会换届

本报讯 2月23日，旅菲石
狮市华侨中学校友会举行换
届庆典。旅菲校友王荣忠荣
任新一届理事长，旅菲乡贤蔡
文忠荣任旅菲石狮市华侨中
学校董会董事长。
出席当晚换届庆典活动
的嘉宾有：中国驻菲律宾大
使馆领事王东晓，旅菲石狮
市华侨中学校董会永远荣誉
董事长蔡友铁，石狮市庆贺
团团长、世石联执行会长施
养谊，石狮市华侨中学旅港
校友会会长、庆贺团团长何

萍萍，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
洪及祥，菲华各界联合会执
行副主席杨华鸿，菲律宾石
狮市同乡总会理事长蔡明
凯，菲律宾洪门致公党主席
吴光级，旅菲各校友会联合
主席李鸿铭，石狮市华侨中
学校长、庆贺团团长王昆仑
等。新一届理事长王荣忠在
致词中表示，定当与旅菲校
友们携手共进，谱写会务发
展新篇章，为母校的发展再
立新功。
（记者李琳毅通讯员张建谦）

石狮五中（伍鸿侨中）菲律宾校友会成立

本报讯 2月 24日，石狮
五中（伍鸿侨中）菲律宾校友
会庆祝成立暨首届理事会职
员就职典礼在菲律宾马尼拉
市举行。蔡志伟荣任首届会
长。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参赞
兼总领事罗刚、菲律宾菲华各
界联合会主席蔡志河、菲律宾
石狮市同乡总会理事长蔡明
凯、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
李鸿铭、菲律宾中国商会总会
会长洪及祥、旅菲五福鸿山同
乡会理事长洪世为等嘉宾，以

及鸿山镇政府、市教育局有关
负责人，石狮五中（伍鸿侨中）
庆贺团一行、石狮五中校友总
会庆贺团一行等参加典礼。
成立石狮五中（伍鸿侨中）
菲律宾校友会，旨在为在菲石狮
五中校友搭建畅叙乡情、联络情
谊的平台，让校友们能借此平台
互通资讯，联络情谊，交流感
情，重温校园生活，凝聚校友间
的纯真情谊，同时也是作为海
外校友与母校深化情感与各地
校友加强交流的桥梁纽带。
（记者许小雄通讯员王明勇）

全国工商联成立31人咨询委员会

石狮籍两乡亲名列其中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全
国工商联于2月26日成立了咨询委员
会，在公布的31名委员中，有两位石狮
籍乡贤名列其中，他们是：全国政协常
委、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中国
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
总会理事长卢文端。
全国工商联咨询委员会委员遴选
自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商
会副会长以及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杰出企业家。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
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进一步发挥企
业家的重要作用，凝聚更广泛的力量，
建立全国工商联、政府与企业的交流平
台，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记者 李琳毅）
福建侨联举行十届三次全委会议

增补董立新为省侨联常委

本报讯 2月27日，福建省侨联举行
十届三次全委会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邢善萍，副省长郭宁宁莅临指导。省侨
联主席陈式海，专职、兼职、挂职副主席，
秘书长、委员及部分海外委员等参加。
会上，福建省侨联传达贯彻了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重要指示和中国侨联十
届二次全委会议精神；审议通过《福建
省侨联十届三次全委会议工作报告》；
增补了省侨联委员、常务委员、海外顾
问、海外委员，其中，石狮侨联主席董立
新被增补为省侨联常委。会上，福建省
侨商会还与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签订
建立侨企产融合作对接服务平台协议。
在明确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
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后，陈式海要
求各级侨联组织遵循“三有利”的新时代
侨务工作原则，以更宽视野履行海外华
侨华人社团联谊职责，以更强活力推进
新侨创新创业，以更深底蕴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以更大力度助推归侨侨眷脱贫
攻坚，以更实举措维护侨界合法权益，以
更高质量积极建言献策，以更新平台推
进信息宣传工作。省侨联还创新全委会
议内容，请兼职、挂职副主席代表进行交
流发言。 （记者李琳毅通讯员吴厚才）
中华职业教育社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石狮旅港乡贤王清海
荣任常务理事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在2
月20日结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理事会，石狮旅港乡贤王清海当选新一
届常务理事，这也是石狮籍乡亲首次在
中华职业教育社荣任要职。
作为新一届常务理事，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王清海表示，要继承弘扬爱国
奉献精神，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献计出
力，在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同时，对于
自己创建的福建省王清海职业教育基
金会更是要带头把职业教育落到实处，
尽自己绵薄之力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贡献力量。
（记者 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