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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扶持
石狮籍旅菲侨亲朱丽丽南非抗疫侧记

“困难的时候大家就是
要相互扶持。”说这句话的是
旅居南非的石狮籍侨亲、全
非洲华人妇女联合总会荣誉
会长、福建省海外杰出女性
联谊会理事朱丽丽。今年以
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
国许多企业都相继宣布关店
消息或裁员计划。南非也一
样深受疫情影响，失业率有
所增加。虽然拥有多家商场
和工厂，“ 但我的工人一个也
没有减少。”
为应对疫情，南非政府
从今年 3月 26日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最严格的五级“封
城”措施，全面停工停学。也
是从这时候开始，朱丽丽就给
自己工厂里所有受疫情影响
而无法正常上班的工人发半
薪，一直持续到现在。实际
上，商场关门、工厂停工对她
的影响不算小，几个月没有收
益却持续支出，对任何老板来
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朱丽丽

没犹豫，她说：“当然要给他们
发工资，不然他们没饭吃。”南
非“封城”等级逐步降低后，朱
丽丽的工厂开始缓慢复工，对
于那些已经复工的人，朱丽丽
除了给他们准备口罩、消毒液
之外，还每天给他们煮中药
喝，希望以此增强他们的抵抗
力。朱丽丽表示，自己热爱中
国，也热爱南非，她和丈夫到

南非打拼了 20多年，对这片
土地有了很深的感情，如今自
己生活无忧，应该为家乡、为
当地民众多做一些事。
出于这样的想法，多年
来，朱丽丽和丈夫积极参与
许多公益项目，即便是在疫
情期间，他们也没有放弃做
公益。今年2月，他们倾情支
持祖国抗击疫情；南非疫情

暴发后，他们又整合各方资
源，将大量防疫物资送给当
地民众，特别是贫困民众。8
月中旬，朱丽丽与丈夫前往
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华人
康宁安老院进行捐赠，这是
她与丈夫连续捐赠了十年的
安老院。疫情下，安老院面
临巨大的考验，已有老人因
新冠肺炎去世。为了帮助老
人们渡过难关，夫妻二人主
动向安老院捐款，他们还带去
酒精、消毒液，并转赠来自福
建省侨联的爱心口罩等防疫
物资。“疫情不会是长久的，肯
定会过去的。”朱丽丽说，中国
有句老话叫“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她相信在大家的支持
下，南非人民会和世界人民一
起齐心合力，赢得战“疫”胜
利。图为当地时间8月14日，
朱丽丽（右三）与丈夫（左四）
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华人康
宁安老院进行捐赠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王则昌）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本报讯 8月28日，以“化
危为机中的侨企作为”为主题
的中国侨联讲师团第二期网上
宣介活动在中国侨联官网推
出。本次宣介活动旨在引导和
激励海内外侨界特别是侨企侨
商把握大势、增强信心、拼搏奋
进、担当作为。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作为讲师
团成员之一参加宣介，他以侨
企侨商的战略定力和企业家精
神为立足点，发表《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主题演
讲，在海内外侨界产生积极的
影响。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在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带
来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走过了
极不平凡的历程，广大侨商企

业也经历了重大考验。“在抗击
疫情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
国均走在世界前列。”许荣茂
说：“抗击疫情十分不易、成之
维艰。中国政府以‘执政为民’
的情怀，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中国实现了二季度经济增长由
负转正，将有力带动世界经济
复苏，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
巨大韧性。这值得每一位中华
儿女骄傲。”
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
期，广大侨商企业积极复工复
产，承担起保障生活必需品供
应和提供生活服务的艰巨任
务，为特殊时期的民生保驾护
航。当前，中国正在逐步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第二季度，中国内需逐
步回暖，消费者购物热情重
燃，外资外贸好于预期，市场
运行的内生动力不断提升。
在演讲中，许荣茂对侨商企业
传递坚定的发展信心：“ 虽然
下半年我们仍面临许多困难
和不确定性，但我们能够确定
的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且不会改变。”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有力复苏
无疑给全球创造宝贵机遇，面
对机遇与挑战，广大侨商企业
要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侨商
企业家更要奋勇争先、担当
有为。对此，他向广大侨商
企业提出三点建议：要立足
于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挖掘
内需潜力，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要抢抓全球市场重构机

遇，参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讲好中国故事，在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真正的强者都是在挑战中
崛起，谈及未来，许荣茂充满
信心：“ 我们相信在当前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中依然有曙
光。希望广大侨商企业发扬
企业家精神，放眼长远，集中
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相信广
大侨商企业必将在风险挑战
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奋斗中开
拓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更大的贡献！”
（记者李琳毅）

石狮市卢祖荫
教育基金会举行
2020 年助学活动
13 年来累计捐资助学
140.8 万元

本报讯 9月2日上午，福建省石
狮市卢祖荫教育基金会2020年贫困
大学生助学座谈会在永宁镇行实小
学举行。石狮市侨办、石狮市教育
局、石狮市教育基金会、永宁镇政府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受疫情影响，旅菲侨领卢祖荫未
能回国参加活动，但他始终牵挂受资助
的贫困大学生，并鼓励受助学生在逆境
中迎难而上，确保学业有成，成为国家
和社会的栋梁。据了解，福建省石狮市
卢祖荫教育基金会今年共为16名受助
贫困大学生发放128000元的助学金。
据介绍，福建省石狮市卢祖荫教
育基金会从2007年开始在石狮成批
资助贫困大学生以来，已累计资助13
批176人次共50名贫困优秀大学生，
累计发放奖学金140.8万元，帮助贫
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至今已有34
名受助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走向各
行各业，对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
（记者 李琳毅）
石狮旅菲青年才俊
出席表彰大会

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产教融合
——访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王清海

“新能源汽车是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绿色化的载
体，是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
新能源汽车将彻底重构汽车
产业链竞争格局。为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提供源源不断的
高素质人才，是保证行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基础。”福建省政
协委员、石狮旅港乡贤王清海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加强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产教融合
能更好地确保“使无业者有
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
精神贯彻落实。
王清海是中华职业教育
社常务理事、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中华

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自2010
年独资创办福建省王清海职
业教育基金会之后，他就把精
力放在职业教育上。作为汽
车销售行业的领军人物，王清
海对汽车行业的动态极其敏
感。“2020年1月7日，特斯拉
（上海公司）实现对社会用户
首台电动汽车交付，并且特斯
拉2019年共交付了约36.75万
辆，在传统汽车产销大幅下降
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了 50%的
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值
汽车公司，全球主要汽车厂家
均指定电动汽车替代燃料车
的时间表，并将汽车电动化作
为未来企业开发的重点和新

的利润增长点。”
王清海认为，在国家补贴
政策的刺激下，中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在前几年呈现了爆发
式的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一大
新能源汽车市场。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战略意义的深入发
掘，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近年来，福建省在新能
源汽车产业方面形成了有较
强竞争力的产业链，如整车的
金龙、动力电池的 CATL等。
王清海表示，人才是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础，为此，要进一步加强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职业教育：政府
支持依托现有的职业高中和

职业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或
学院，全面导入需求驱动的人
才培养体系，动态调整课程内
容，不断适应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快速发展需求，拓宽新能源
汽车行业基层人才供给渠
道。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地方
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应用化
课程设置程度，对接产业需
求，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学校教
育教学，制定相应的奖励政
策，并做好本科教育和专科教
育的区别培养和衔接，实现新
能源汽车行业主体人才的充
分供给，推动产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记者 李琳毅）

本报讯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石狮籍旅菲青年才俊、菲律宾
商联总会董事兼组织委员会主任蔡建
成代表菲律宾商联总会出席了大会。
表彰会结束后，蔡建成还参加了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侨办主
任许又声主持的座谈会。本次座谈
会只邀请海外30个华人团体的代表
出席，菲律宾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
博士和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
分别受邀出席活动，但是由于疫情期
间无法应邀赴会。因商贸活动正在
国内的董事兼组织委员会主任蔡建
成代表菲律宾商联总会出席。作为
唯一出席的菲律宾华社代表，蔡建成
表示，能出席表彰大会令自己终身难
忘，这不仅仅是菲律宾商联总会的荣
耀，也是菲律宾全体华人华侨的荣
耀。
（记者 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