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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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石狮侨亲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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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

演讲。“‘一带一路’的目标更

加清晰具体了”，在接受记者

采访中，不少石狮籍侨亲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深

入人心，这是一个机遇与希

望、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我们

理应置身其中。”

“引领方向！提振信

心！”刚刚代表菲律宾中华侨

裔青年海丝商联总会与石狮

签署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入驻中国石狮国际商贸城的

旅菲侨亲林志农表示，“习近

平主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定下基调、勾画蓝图，

厘清了外界对‘一带一路’倡

议的一些认识误区，还宣布

了中国将采取的一系列重大

改革开放举措。这让自己对

未来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走

向充满信心。”林志农认为，

菲律宾与中国两国之间的互

动频繁，发展态势良好，中国

“一带一路”已经逐渐地深入

菲律宾普通民众的心里，石

狮服装城定点贸易采购方式

试点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在菲律宾的实施，同

时，菲律宾作为东盟的主要

国家，石狮服装城定点贸易

采购方式试点也将为中国与

菲律宾市场发展增添积极的

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清晰

具体了！”菲律宾华商经贸联

合会会长蔡鸿语说，“习近平

主席在演讲中提到，共建‘一

带一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充分回应了国际社会的

关切，必将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有效落地，惠及更多国家。”

蔡鸿语透露，为了更好地宣传

“一带一路”倡议，菲律宾华商

经贸联合会已经联合全球28

个国家的青年华商于今年5月

28日在马尼拉举办“一带一

路”华裔青年论坛。

作为全港各区工商联会

长，世石联名誉会长的卢锦

钦表示，“一带一路”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来说是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一

带一路”倡议与粤港澳大湾

区的背景之下，全港各区工

商联一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先后打造“福建自贸区

跨境电商平台”“深港青年创

新孵化基地”“深港商贸科技

基地”等七大产业平台；未来

商会也将继续凝聚香港工商

界人士力量，为两地经济稳

定繁荣发展作贡献。卢锦钦

表示，之所以与石狮签订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合作协

议，就是为了联合石狮以及

内地企业一同走出去，为‘一

带一路’区域发展发挥更大

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深

入人心，‘一带一路’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世石联会长林

嘉南说，“从习近平主席的主

旨演讲可以充分感受到本届

论坛更强调务实合作。”林嘉

南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

进程中，华侨华人在融通中外

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

石狮侨亲要把“弘扬中华文

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

故事”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而

让“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

民众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中国、

感知中国。“总而言之，华侨华

人要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为

‘一带一路’倡议加分”。

（记者李琳毅）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
获悉，近日，受白俄罗斯国家

商会、白俄罗斯中国企业商会

等机构邀请，由中国全国政协

常委、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许荣茂

带队的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

团赴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

加白俄罗斯-中国企业“一带

一路”投资交流会，同步出访

波兰等国进行中国企业投资

贸易交流。

5月3日，由中国侨商联

合会和白俄罗斯投资与私有

化署、陕西中桥丝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白俄罗斯布列米诺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9白俄罗斯-中国企业“一

带一路”投资交流会在白俄罗

斯明斯克，如期举行。许荣茂

会长表示，中国侨商联合会一

贯关注和支持中白两国经贸

关系发展，此次交流会恰逢在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胜利闭幕之际举行，

是中国侨商联合会落实“一带

一路”精神的务实行动，对于

引导更多中国民营企业和侨

资企业携手白俄罗斯工商界，

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当天，白俄罗斯

共和国院议长米哈伊尔�米亚
斯尼科维奇在总理府会见了

由许荣茂会长率领的中国侨

商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双方就

技术、农牧、木材、制造业等多

个领域项目合作及文化交流

进行了友好洽谈。白俄罗斯

国民议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国

家科学院通讯院士谢尔盖�基
莫维奇等高级官员出席会议。

5月4日，代表团抵达波兰

首都华沙，中国驻波兰大使刘

光源亲切会见中国侨商联合会

代表团全体团员。刘光源大使

对侨商会代表团来访表示欢

迎，他介绍了波兰基本情况、中

波关系，并与许荣茂会长就代

表团来波意义及相关情况进行

了交流，对代表团关心的投资

环境等问题作了解答。在随后

举行的波兰-中国企业投资贸

易交流会，波中友协会长巴维

尔�亚克维斯基、波兰中国总商
会秘书长郭培东及各驻波兰中

资机构代表、华商组织负责人

和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全体

成员等近百人参加。许荣茂会

长在致辞中表示，波兰地处欧

亚大陆十字路口，是中东欧地

区人口、国土面积、经济体量最

大的国家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

家，也是欧盟重要的成员国。

中波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未

来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

阔。

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

的此次出访活动，是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胜利闭幕后举行的重要国

际商务活动，既遵循了“一带

一路”共商、共享、共建的基础

原则，也充分体现了高质量、

高标准、高水平的新特点。代

表团成员纷纷表示，此次“一

带一路”项目投资交流考察成

果丰硕，既增加了对“一带一

路”友好国家的了解，也发现

了合作共赢的新机遇，更坚定

了中国企业家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希望

通过此次交流，能继续深化彼

此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共

赢的道路上跨出更加坚实的

步伐。 （记者李琳毅）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许荣茂率团出访

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

图为白俄罗斯共和国院议长米哈伊尔�米亚斯尼科维奇在
向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作介绍

本报讯 4月25日，泰国石狮同

乡总会暨泰国石狮商会蔡孝兴会长

在柬埔寨金边与柬埔寨泉州同乡会

执行会长王遂拱签署了缔结为友好

协会的协议书，根据协议，今后两会

之间将加强交流合作、互助共赢，共

同为两会的会员在泰国与柬埔寨的

发展提供帮助。出席当日活动的有

泰国石狮同乡总会秘书长洪振昆，

副秘书长王则昌，主任蔡孝添，总干

事林珊雅；柬埔寨泉州同乡会监事

长吴新雄，常务副会长萧文忠、常务

副会长陈文生。

在签署友好协会的仪式上，泰

国石狮同乡总会会长蔡孝兴首先

对柬埔寨泉州同乡会的热情宴请

表示衷心感谢，蔡孝兴说，泰国和

柬埔寨相邻，又同为中国“一带一

路”建设的沿线国家，地缘相近；泰

国石狮同乡会和柬埔寨泉州同乡

会汇聚了许多海外打拼的故乡人，

血缘相亲；机缘又让两个会相聚一

起，期望今后两会能够继续加强联

系，共同抓住时代发展机遇，造福

会员乡亲，促进各自侨居国的发

展。王遂拱表示，柬埔寨泉州同乡

会是今年3月31日在柬埔寨成立

的新的华社，协会以促进柬泉两地

的交往与合作，团结、凝聚旅居柬

埔寨的泉籍乡亲，扶持泉州籍人士

在柬创业为己任，很高兴能代表柬

埔寨泉州同乡会会长黄文集与泰

国石狮同乡总会签署缔结友好协

会的协议书，希望今后双方加强交

流与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开启

新的征程。

在接受记者微信采访时蔡孝兴

会长表示，泰国是“一带一路”倡议

上重点国家，也是东盟的主要国家

之一，随着家乡石狮服装城市场贸

易采购试点的实施，东盟贸易市场

优势也逐步显示，与柬埔寨泉州同

乡会签约，就是为今后助力家乡更

好地拓展东盟市场。

（记者李琳毅）

泰国石狮同乡总会与柬埔寨泉州

同乡会缔结为友好协会

加强交流与合作
助力“一带一路”

本报讯 4月25日，柬埔寨

福建总商会在金边举行了以

“发力海丝核心区聚焦东盟柬

埔寨”为主题的“一带一路”海

丝金边论坛，应邀出席活动的

有柬中友好协会主席艾森沃，

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沈西雪

罗，柬埔寨参议院议员刘明勤，

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郑

惠文，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林正

佳，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

理事长许宁宁，世界“一带一

路”商贸总会创会会长林文光，

东盟“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

长陈永权，柬埔寨福建总商会

会长邱国兴，泰国石狮商会会

长蔡孝兴以及海内外福建籍社

团、在柬华社团体、企业代表等

千余名嘉宾。

在论坛上，专家学者就中

柬商贸关系及招商引资利好

政策、闽商如何发力“一带一

路”海丝起点核心区建设及东

盟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

的重要地位、如何在“一带一

路”中捕捉商机等议题展开讨

论。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林正

佳在论坛的发言中希望柬埔

寨福建总商会能够继续发挥

桥梁平台作用，扩大福建与柬

埔寨的合作领域，提升两地经

贸合作水平，促进两地文化交

流。柬埔寨福建总商会会长

邱国兴表示，将以此为契机，

团结柬埔寨福建总商会第三

届理（监）事会全体同仁，积极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在柬的深入

实施，促进了闽籍侨商间的沟

通交流。 （记者李琳毅）

柬埔寨福建总商会举办“一带一路”海丝金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