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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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后疫情时代
石狮侨亲应抓住“一带一路”商机

在厦门举行的2020厦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
大会上，疫情下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成为各界关注的热
点。后疫情时代，石狮侨亲应
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
自菲本届政府上台以来，
中菲双方密切合作，提出将
“一带一路”倡议与菲“大建特
建”基建计划相对接，认真落
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抓紧推动
政府间合作项目。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中国使馆与菲政府
经济团队不但没有放慢工作
进度，反而加快了沟通频率，
全力推动相关项目取得积极
进展。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
洪及祥认为，目前，中方与菲
公造部合作开展的政府间合

作项目共14个，3个已经如期
完成，剩余 11个正在顺利推
进，其中援助马尼拉两座桥梁
项目有望于本届政府任期内
竣工，“由此可见，旅菲侨亲在
菲律宾‘大建特建’中依然有
许多的商机，值得投入。”
菲律宾成衣纺织厂商会副
理事长、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
会副理事长施纯程认为，成衣
作为传统出口商品已赶超矿
产等传统商品出口额，潜力很
大，家乡石狮在纺织服装产业
的优势明显，菲律宾成衣纺织
厂今后与家乡纺织服装产业
必定有许多的合作空间。施
纯程还透露：疫情发生后，菲
律宾的成衣原材料如麻纱，也
是生产防疫用品的原材料，后

疫情时代，疫情防控常态化也
显示，这里蕴含着无限商机。
“今年上半年，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实现
较快增长，非金融类投资达到
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
对沿线国家经济恢复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全国政协委
员、通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亚
南认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回
暖趋稳，也为下一步“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发展提供基础和
信心，而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正
式实施，香港金融市场、经济
指标出现向好、向稳、走强的
态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必将进一步巩固，从中央
决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双
向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更是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带来的
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
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为指引，这与东南亚
国家所秉持的殊途同归、多元
包容、均衡发展的发展理念、文
化哲学和战略观念有诸多契合
之处。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会
长林嘉南认为，疫情下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是一种必然的
趋势，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都
愿意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
契机，长远来看，共建“一带一
路”无疑将给东盟地区的发展
带来更多宝贵机遇，石狮侨亲
应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商
机。
（记者 李琳毅）

泰国金池工业园设展招商
本报讯 厦门集美的东盟文化艺 亩。金池工业园平均海拔较高，无

术交流中心是泰国金池工业园在中
国的指定招商中心，在厦洽会展馆
C3区，东盟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展
位吸引了众多参会的嘉宾，不时有嘉
宾前来咨询，了解泰国金池工业园。
据介绍，泰国金池工业园位于
泰国巴真府，是由中泰双方共同合
作开发，专门为中国投资者因地制
宜开出的投资宝地。金池工业园
占地面积4192亩，其中工业区2700
亩，商业区215亩以及绿地区1277

水患等自然灾害，园区具备5G通
讯条件，实现了“五通一平”。据了
解，泰国金池工业园紧邻33号州际
公路，可便捷抵达东盟各国，通过
海陆空联通全球；靠近原材料、零
部件产地和熟练技工、劳动力中
心；享受 BOI（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会）与IEAT（泰国工业园区管理局）
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最高
可达 13年），100%土地永久所有
权。
（记者 杨朝楼）

石狮市场采购贸易优势凸显
石狮前 7 月出口居泉州第一位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商务
局获悉，1至7月，石狮市进出口
总额182.07亿元，比增12.08%，
居泉州第二位。其中，出口
178.23亿元，比增13.85%，居泉
州第一位。出口部分中，市场采
购贸易出口101.22亿元，比增
48.26%，进口3.84亿元。据统
计，目前，石狮出口遍布六大洲
168个国家和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引
发的贸易限制和禁航禁运直
接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产生了严重贸易破坏效应，造
成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需
求大幅萎缩，放大了贸易保护
主义，给全球贸易需求端造成
了非对称冲击。目前，新冠疫
情影响仍在持续，在国际贸易
形势趋于严峻的背景下，石狮
外贸出口交出了一份优异的
外贸“成绩单”，其中，很大的
优势来自于市场采购贸易。
2018年9月底，石狮服装
城从全国38个申请市场中脱
颖而出，成为福建省唯一一个
获批的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试点，为石狮全力构筑“3+3+

石狮服装城吸引众多外商来采购 李荣鑫 摄
N”产业体系带来了新机遇。市 丰富市场商品种类。目前，国
场采购贸易，一种新型的国际 际食品城、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
贸易方式。2018年11月，石狮 等试点内各平台运行良好。此
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外，港口密集开通外贸内支线，
开始运行，成为我省唯一的国 检察机关、税务机关主动融入市
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场采购服务中心工作，站在市场
作为泉州、全省外贸公共 经济改革前沿，充分发挥自身优
服务平台，石狮市通过外贸辅 势，针对法律及税务问题为市场
导宣讲政策、商会“以商招 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提供了专业
商”、政府和部门积极招商等 支持；市商务局针对试点工作中
多渠道，吸引优质供应商入驻， 遇到的问题，与检察机关、税务

机关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建立
快速沟通协调机制，完善配套服
务，进一步推进了外贸新业态融
合发展。
5月29日，根据《海关总署
福建省人民政府合作备忘录》
议定事项，厦门海关积极优化
石狮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试点通关监管机制，将石狮服
装城市场采购贸易出口商品采
用通关一体化模式办理通关手
续的范围扩大至厦门所有口岸
以及福州关区马尾、江阴、机场、
宁德罗源湾、秀屿港口岸，向全
省外贸企业开放参与石狮服装
城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实现通关
物流上的全新尝试，进一步拓展
国家级市场采购试点“买全国、
卖全球”的外向型商贸新格局，
实现了省内通关一体化。
正是从上到下，各部门单
位和企业积极配合，使得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出口优势凸显，
据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1至7
月，石狮出口亚洲各国和地
区、东盟、欧盟、北美洲、大洋
洲均呈现增长态势。
（记者 杨朝楼 通讯员 黄鸿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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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愿继续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

据新华社 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扎
费罗维奇9月10日会见中国驻波黑大使
季平时表示，波黑愿继续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17+1）。
扎费罗维奇表示，波黑与中国建交
25年来，两国始终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
完整，在平等相待基础上开展互利友好
合作。波黑视中国为真诚伙伴，愿继续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17+1合作，
不断努力推动双方基建、能源等领域合
作项目尽早落地，造福两国人民。

“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往来
为全球经济复苏提振信心

据新华社 第三届“一带一路”发展
高层论坛9月9日在厦门开幕，前来参会
的多位外国政府代表、跨国公司高管认
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
往来，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振信心。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1至7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对54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21.8亿
元，同比增长33.2%，主要投向新加坡、
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印尼、柬埔
寨、菲律宾、阿联酋和哈萨克斯坦等国
家。

福建推进“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

据中国新闻网 作为中国首个物联
网开放实验室，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联合福建、新加坡的3家机构共建“丝路
天地交通协同技术与系统”国际联合实
验室，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机
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技术，针对地面
交通和低空空域开展研究。
福建现已布局10家“一带一路”对
外合作科技创新平台，开展“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创新驱动发展试验，
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据了
解，福建“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科技创新
平台还包括智慧海渔与智能生产新一代
信息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北斗开放实验
室东南亚国际分实验室、通用航空应用
技术研发中心、面向颅脑穿刺的双臂智
能协作机器人系统研发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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