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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石狮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林天虎带领的

石狮商务代表团日前出访阿

联酋、埃及、坦桑尼亚等国，就

石狮发展情况及推介服装城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与当地的

政府部门官员及商户代表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洽谈，并就

设立“迪拜石狮商贸城贸易

处”，永宁度假酒店落地石狮，

坦桑尼亚恒安妇幼用品项目

落户石狮等达成初步意向。

在阿联酋，石狮商务代表

团走访迪拜木须巴扎服装批

发市场，了解石狮服装商户的

经营情况，推介石狮城市品牌

及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下午，拜访阿联酋福建总

商会执行会长杨清亮，联络与

海外乡贤感情，介绍石狮发展

情况及推介服装城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就设立“迪拜石狮

商贸城贸易处”达成初步意

向，签订《石狮市商务局与阿

联酋中国福建商会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石狮商务代表团

还拜访阿联酋城市绿洲成衣

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金锭，

林金锭对林天虎部长率团来

阿联酋进一步对接服装智能

化制造生产项目及永宁度假

酒店项目表示感谢，服装智能

化制造生产项目计划总投资2

亿元，将在公司现有的服装设

计、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引进

智能化服装生产设备及软件

管理系统，建立智能仓储系

统、智能生产系统，形成年产

10万套高档服装的智能化生

产系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福建省服装生产行业内智能

制造标杆；永宁度假酒店项目

计划总投资2亿元，拟建设为

集商务、餐饮、住宿、娱乐、健

身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服务场

所。该项目将推动我市酒店

业旅游业发展。在阿联酋期

间，代表团还拜访了迪拜皇家

投资局总经理沙伊夫，阿联酋

阿布扎比投资局负责人阿布

杜拉以及阿布扎比哈利法工

业区、中国商品市场，并就石

狮投资环境、产业优势及重点

项目进行了推介。

在埃及，石狮商务代表团

分别拜访了姜氏鱼厂有限公

司总经理姜励志、埃及中华总

会会长王培中、埃及华人石材

协会会长黄友灯、亚历山大中

国商会会长丁勇等业界知名

人士，就海洋生物食品加工项

目、石狮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合作、设立石材采购中心

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

讨。姜励志对石狮蓝色产业

发展兴趣十足，双方还就海洋

生物食品加工项目进驻石狮

海洋食品园达成初步意向。

黄友灯则表示石狮港口优势

突出，石材进口增长稳定，非

常愿意与石狮市政府搭建国

际石材市场交易桥梁，扩大石

材进出口业务量，扩大双方国

际贸易合作。

在坦桑尼亚，石狮商务

代表团拜访了坦桑尼亚中华

福建同乡会创会会长蔡清

票，并在蔡清票陪同下拜访

了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

长朱金峰和坦桑尼亚恒安

妇 幼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经 理

JAMESMUNUO，了解在坦华

人企业情况，并重点介绍了

石狮的营商环境，推介了石

狮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坦桑尼亚恒安妇幼用

品有限公司技术领先、设备

齐全，具备了丰富的生产和

管理经验，深耕非洲市场多

年，已发展成为非洲妇幼用

品行业的领航标杆，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品牌影响力。

JAMESMUNUO表示石狮营

商环境良好，在妇幼用品行

业也具有一定基础，向代表

团 表 达 了 投 资 石 狮 的 意

愿。据了解，坦桑尼亚恒安

妇幼用品有限公司计划总

投资2亿元，拟生产卫生巾、

纸尿裤、卫生护垫、宠物垫，

产品主要出口非洲。

在坦桑尼亚，石狮商务代

表团还与坦桑尼亚中华福建

同乡会就如何通过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在物流、仓储和外

贸综合服务方式，开展深入合

作进行洽谈。蔡清票表示，自

己是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副

会长，作为石狮人，为石狮服

务责无旁贷，并表示将依托同

乡会在坦的资源优势，为家乡

石狮提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线索。

在接受记者微信采访时，

蔡清票认为石狮中小企业开

拓非洲市场有较强的比较优

势，东非共同体有坦桑尼亚、

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

隆迪等五国，特别是坦桑尼亚

政局稳定，汇率有季节性波动

的规律，在坦桑尼亚推介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将有助于石狮

外贸拓展。“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地，这样的机会可遇

而不可求。”

（记者李琳毅）

我市在中东、非洲
推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菲律宾百分百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国际金融论坛

（IFF）第16届全球年会期间，菲律宾财政

部长卡洛斯�多明格斯（CarlosG.Domin-
guez）表示，首先，菲律宾百分之百地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我们的总统杜特尔特

已经来中国参加了两次“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

全球性倡议，它将促进东南亚国家与中

国、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一

带一路”倡议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提升

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消除贸易壁垒，降低

物资在各国之间流动的成本。因此，我们

完全支持“一带一路”，并正在菲律宾国内

为推动该倡议的实施而努力。

中菲投资贸易座谈会探寻合作新机遇

弗吉尼亚大学
举办“一带一路”讨论会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举办“一带一路”讨论会，就“一

带一路”建设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进行广泛讨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有

着长期与中国交往、合作的历史，在中国

2017年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后，该校即组建了由多学科、

多语种师生，包括中国学者、留学生参加

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工作小组。本

次讨论会的议题是：“美国对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政治与经济评估”。不少与会者认

同“一带一路”倡议，认为美中“合作必须

放在首位”。

“一带一路”中马工商界
举行对话会

据深圳特区报 近日，第三届“一带

一路”中国—马来西亚工商界对话会在

深圳举行。会议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为主题，来自中马两国有关部门

负责人和近百位企业家聚集，共同探讨

科技、金融、贸易合作。与会嘉宾表示，

深圳与马来西亚优势互补，双方可借助

“一带一路”建设加大经贸交流与合作，

前景值得期待。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委员会主席蔡

宝强表示，对话会为两地企业深度交流

和对接创造了机遇，有助于双方经济贸

易合作。目前，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

城市的深圳发展非常快速，拥有良好的

区位和产业优势，必将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大有可为。马来西亚“一带一路”

委员会希望与深圳建立更深更长久的合

作关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为双方

合作创造新机遇。

图为石狮市商务代表团向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推介石狮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本报讯 11月25日，中

国南南合作促进会与菲律宾

工商总会联合举办的“中国

—菲律宾投资贸易座谈会”

在马尼拉举行，20余家中国

企业同菲当地政府、企业、商

会展开对接，寻找经贸投资

合作新机遇。中国驻菲大使

馆临时代办檀勍生、菲律宾

贸工部副部长鲁道夫，中国

南南合作促进会会长吕新

华、菲律宾工商总会主席蔡

聪妙，中菲约60家企业，逾

百位商界人士参会。与会中

方企业代表表示，座谈会的

举办让他们更了解菲律宾的

投资环境与市场潜力，相信

未来两国合作前景更加广

阔。

据了解，本次贸易座谈

会引起了菲律宾商界的广泛

关注，参会企业涉及面广，涵

盖基建、纺织、环境、交通运

输、互联网等领域。檀勍生

在发言中表示，随着全球价

值链和供应链的不断发展，

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能够通过孤立来实现发

展，无论是通过发起关税战

争，还是通过修建边境墙、信

息技术墙。我们要坚定反对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菲律宾是一个潜

力巨大的国家。今天的投资

贸易论坛将为两国企业相互

了解、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

性提供重要机会。在发言

中，檀勍生透露，经过统计，

目前有超过40家大型中企

在菲投资，直接雇用当地员

工近2万人，并间接创造2.6

万个工作机会。他表示，中

企在菲投资有助于加强两国

交往与联系，改善菲律宾民

众生活质量。

吕新华在致词时说，中

国政府将继续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同菲律宾“大建特

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对

接。菲律宾的优势是明显

的，比如这几年菲GDP平均

增速都在6%以上；有数量

较多、受过良好教育、懂英

文的劳动力，外汇自由流

通，金融政策开放，特别是

对外资参与当地基础设施

建设持欢迎鼓励的态度

等。他说，投资便利化、贸

易自由化永远是两国经贸

合作的必要前提，希望菲律

宾政府职能部门进一步改

善投资环境，以便吸引包括

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

据悉，参加本次座谈会

的中国企业包括工程基建、

环保消防、电子科技、轻工原

料、文物文教知识产权、贸易

投资、企业服务咨询、建材五

金、房地产等九大类。

（记者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