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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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世石联人物风采 石狮侨商奋斗在“一带一路”上②

开辟石狮经贸新渠道 责无旁贷
龚书熊是2018年5月
被越南福建商会理事会推
选为第二届越南福建商会
会长的，在清明节返乡期
间，他就石狮市服装城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进行
了深入了解，随即向有关
部门表达了在石狮服装城
设立越南馆的意愿，显示
了作为越南福建商会会长
的责任和雄心。
日前，记者受报社安排，
对龚书熊会长进行了采访。

——访越南福建商会会长龚书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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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闻联播

起于东兴
兴于越南

上世纪70年代末龚书熊
出生于石狮市永宁镇海边的
小渔村，孩童时代一直接受
传统的闽南文化熏陶，打小
听着大人们反复哼唱的《爱
拼才会赢》，16岁时随家人移
居香港，龚书熊自此开始了
不一样的人生。
待到成年，龚书熊已经完
全适应了香港的快节奏和竞
争氛围，也学会了香港人一切
都自食其力，靠自己拼搏的独
立精神！2000年以后，随着
中越共建“两廊一圈”经济带
信息的发布，龚书熊敏锐地觉
察到中越贸易将快速发展的
巨大商机，果断将事业的起点
选在了中越边境贸易桥头堡
——广西东兴。经过近7年
的努力，龚先生的贸易生意在
东兴地区有了一定的名气和
市场份额，也积攒到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
2010年 9月，经过深入
的市场调研，加上敏锐判断，
龚书熊选择从“贸易”向“实
业”，拓展在越南南部平政设
立“越南一路嘉塑胶公司”，
主要致力于清洗 PET净片，
产品用于回收再利用，以出
口为主，同时设立20多个瓶
子压包点，当年的月产量高
达3500吨。由于坚持“专注
生产、用心服务”的企业价值
观，秉承了闽商敢闯爱拼的
精神，企业快速扩张，相继于
2012年6月建设越南福门工
厂，2015年10月建设越南海
阳工厂。目前，企业市场份
额已经占到越南矿泉水瓶再
生总量的 50%左右，成为行
业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得
到越南政府领导的高度重
视，一些政府要员也通过实
地视察，对龚书熊投资越南
再生资源领域的做法给予充
分的肯定。
渐渐的，龚书熊在再生
资源领域也建立起自己的名
气，并带动了一批福建同乡
从事相关产业链，形成了良
好的互帮互带效果。基于在
越兴业的成功经验和为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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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李建良领事（左六）代表出席越南
福建商会2019年迎新春联欢晚会，左七为龚书熊会长

世良好口碑，并得益于商会
前辈的推荐和支持，龚书熊
于2018年5月被越南福建商
会理事会推选为第二届越南
福建商会会长。回首在越经
商、做人做事业的经历，龚会
长感慨地说，他的事业“起于
东兴、兴于越南”，而闽商“爱
拼会赢”的精神是一切成绩
的基础，中越之间不断加深
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给予他发
展的最大平台和发展机遇。
源于社会
归于社会

源于社会、归于社会。
就像龚书熊所从事的再生资
源行业一样，回收、再利用，
作为一个有担当有爱心的企
业家，他深知“源于社会、归
于社会”的道理。从在越创
业的第一天起，一路嘉公司
除了关注公司员工的福利
外，坚持逢年过节对工厂周
边的弱势群体进行慈善捐助
与慰问，公司累计捐款金额
超过17.3亿越南盾，超过50
万元人民币。
2018年，龚书熊成为第
二届越南福建商会会长后，
在一年的时间内，龚书熊带
领商会会员参与了越南红十
字人道援助、在越小学援建、
援助受灾民众、资助越南学
生、为在越受难同胞捐款等
爱心慈善活动。参与爱心慈
善超过6次，累计捐款达9亿
4千万越盾（约 30万元人民
币），累计受益人数超过300
人。“春风化雨润无声”，通过
一次次在越南的慈善捐助，
既是对越南民众的回馈，也
逐步树立了闽商的企业形
象，树立了中国人在越南的
良好口碑，践行了“源于社
会、归于社会”的慈善宗旨。
龚书熊表示，今后他将继续
带领公司以及商会同仁一起
扩大慈善捐助范围，增强影
响力，让更多的人得到关爱
和温暖。

共饮一江水
共建“一带一路”

“共饮一江水，早相见、
晚相望”，这是那首著名的
《越南—中国》歌曲里的歌
词，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人民
相亲，利益相融。在“一带一
路”的65个沿线国家当中，越
南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山水海
陆全都相邻的国家。对于自
己在越南投资实业是否存在
风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龚书熊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
和清晰的判断。随着中越两
国全面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越南作为“一带
一路”沿线重要国家，近年
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与中国企业参与越南的经
济发展建设。赴越商旅人数
第一、进口贸易额排名第一、
2017年中越贸易额突破千亿
美元……这一串串数据足以
说明中越关系的深入。
龚书熊认为，中越一衣
带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
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旨在
与参加合作的世界各国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倡议
提出六年多来，得到了包括
越南在内100多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大
力支持，越南政府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框架内的经济合
作，已经有一大批中越大型
合作项目被纳入到“一带一

路”合作框架之内。中越双
方已经签署了“一带一路”和
“两廊一圈”对接的谅解备忘
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双方
更大的、更多的务实合作计
划也正在积极探讨之中。
龚书熊向记者透露，当
前，越来越多的八闽同胞赴
越考察、投资兴业，仅2018年
越南福建商会就接待了超过
16个海内外社团赴商会交
流、投资考察。去年6月在越
南胡志明市接待家乡政府经
贸考察团至今让龚书熊印象
深刻，龚书熊认为，正如石狮
市委书记朱启平所讲的，国家
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
议，福建也正在加快“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步
伐，而泰国、柬埔寨、越南都是
“一带一路”东南亚的重要节
点，希望今后通过加强与这
三个国家华侨华人社团的合
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
经贸往来，开辟石狮经贸的
新渠道。“对于开辟石狮经贸
新渠道，自己责无旁贷！”龚
书熊表示，在目前快速发展
的大好形势下，自己将与商
会的同仁们继续秉承“相互
学习、资源共享、共同成长、
慈善公益”的商会宗旨，团结
带领大家奋勇拼搏、敢闯敢
拼，努力践行“一带一路”合
作倡议，推动落地更多的项
目和合作内容，为中越经贸
等各领域深化合作贡献自己
的力量。 （记者 李琳毅）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外贸增长 7.8%

据央视网 在4月12日的新闻发布
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
介绍，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外
贸进出口总值7.0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
年同期增长3.7%。其中，出口3.77万亿
元，增长 6.7%；进口 3.24万亿元，增长
0.3%；贸 易 顺 差 5296.7亿 元 ，扩 大
75.2%。今年一季度，我国对主要贸易
伙伴进出口继续保持增长。与此同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7.8%，高出我国外贸整体增速4.1个百
分点。
中国与牙买加签署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

据新华社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田琦
4月11日与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约翰
逊－史密斯代表两国政府，在金斯敦签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牙买加政府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在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指导下，尊重彼此利益和重大关
切，深化互信和互利合作，在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走出去，
茅台要当
“一带一路”
践行者

据TOM新闻网 文化茅台 多彩贵
州“一带一路”行的代表团在南美洲智
利的系列品牌推介活动刷爆朋友圈。
随着贵州茅台“走进智利 圣地亚哥”纪
念酒的发布、“南美洲茅台文化交流协
会”的正式揭牌成立、茅台与智利葡萄
酒协会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茅台经销商
座谈会的召开等，来自东方大国的名酒
顺利搭建起了一道沟通中智酒文化的
桥梁。茅台顺应“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凝聚共识，推动与智利酒
企之间的深度合作，使得茅台在品牌传
播上更上一层楼。
据了解，茅台此次海外推介的主场
活动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完成后，还将
在阿根廷、秘鲁等国家相继开展，这也是
茅台在继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意大
利、德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品牌出海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