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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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我国已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205份

据经济日报 据商务部消息，截
至目前，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2020年以来，中国同有关国
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其
中，2020年全年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
额1.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占
我国总体外贸的比重达到29.1%。
中欧班列的贸易大通道作用更加凸
显，全年开行超过1.2万列，同比上升
50%，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
市，比2019年年底增加了37个。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合作规
划编制等相关工作扎实推进。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更紧密合作

据中新社 3月31日，福建省委
书记尹力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会见
了来闽访问的新加坡外交部长维
文一行。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

维文表示，新加坡与福建关系
源远流长、友谊深厚，希望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共同推动友好关系
朝着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发展。尹
力表示，希望福建与新加坡共同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石化、
电子、精密机械、数字经济、金融服
务、航空、旅游以及港口、物流的建
设管理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提升
层次、丰富内涵，实现互利共赢。

3月20日，历时三天的
首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以
喜人成绩圆满闭幕，在会上，
石狮展团共达成意向成交金
额超600万美元，通过展会
意向入驻石狮园区的供货企
业、服务商、卖家达30余家，
并且“石狮跨境电商馆”成为
了央视关注报道首届跨交会
的主要画面，令石狮参展企
业备受鼓舞。在这一漂亮数
据的背后，离不开石狮侨亲、
港澳同胞的鼎力支持。

今年年初，石狮跨境电
商生态圈“一网一总部十园
区”正式启动，为我市企业
提供一站式的跨境平台咨
询服务、培训、孵化、创业入
驻服务。记者注意到，“一
网一总部十园区”的背后离
不开侨亲、港澳同胞的助
力：青创网，由澳门石狮同
乡总会林志成在石狮主导
的青创城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青创网线上网批平台基
础上增加了跨境专区，“跨
境货源 好货云集”的O2O
平台专门从事跨境电商的
服装鞋帽等货源；石狮国际
商贸城跨境电商总部区，以
轻纺城面辅料市场和服装
城传统外贸服装市场为基
础的石狮国际商贸城跨境
电商总部区侨亲、港澳同胞
不胜枚举；中泰（东南亚）跨
境电商园产业园、（侨商）创
业青年跨境电商孵化基地、
百德跨境电商生态园、木林
森跨境电商中心等十多个
园区背后的侨资更是显而
易见。中泰（东南亚）跨境
电商园产业园的负责人、泰
国石狮同乡总会副会长蔡
经锋认为，众多的侨资企业
投身石狮跨境电商，营造了
跨境电商良好的发展氛围，
必将助力石狮跨境电商积
极向上发展。

与此同时，不少侨资企
业也敏锐地发现了跨境电
商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
石狮同乡联谊会副会长、世
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会

长王荣忠认为，“跨境电商
市场成为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平台和商机。”在他的推
动下，他参与投资的、以打
造“最高品质的海洋食品”
为目标的泉州市东方海洋
食品有限公司也取得了不
俗的业绩，仅在今年春节期
间，该公司的销售业绩就突
破了1.5亿元人民币。2020
中国（石狮）进出口食品订
购会展评活动中获得“最受
欢迎进口食品供应商”的福
建省石狮市天乐食品有限
公司早在三年前就开始了
跨境电商的布局，天乐食品
在菲律宾和石狮两地均有
食品工厂，在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天乐食品在旅
菲侨亲许国章的带领下，销
售业绩逆势上扬，交出了一
份骄人的业绩。“消费升级
带来新动能，电商新零售带
来新业态。”在菲律宾的电
商市场上，天乐食品的销售
量已经位列同类产品前列，
产品的竞争力强劲，发展空

间大。谈及未来食品行业
发展，许国章认为，“国内国
外两个市场相融互促，线上
线下两个渠道并向前行至
关重要。”

为助力石狮跨境电商
发展，一些旅居菲律宾的侨
亲也开始发力。身兼义乌、
金华泉州商会会长的菲律
宾菲华各界联合会秘书长、
菲律宾菲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董事长蔡辉煌告诉记
者，菲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旗下的百货门市店，在菲律
宾各主要城市地区布点现
已达400多家，经营的义乌
小商品门类也十分齐全，小
到文具纸笔，大到工艺摆
设，样样都有，为此，菲泰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在菲律宾
有自己的仓储基地，“石狮
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公
司已经在研究部署将仓储
基地功能、用途进行调整，
以配合家乡跨境电商发
展。”蔡辉煌还透露，计划将
公司的储备用地打造成新
的仓储用地。

（记者李琳毅）

侨亲港澳同胞齐上阵
助力石狮跨境电商发展

“家乡石狮出台支持海
外仓平台建设必将促进跨境
电商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促
进家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在得
知石狮出台支持海外仓平台
建设的消息后，世石联常务
理事、旅菲石狮侨亲刘福源
备受鼓舞，为家乡政府的决
策点了大大的一个“赞”。

一直以来，刘福源都是
石狮侨商践行“一带一路”澳
门行动宣言的拥趸。2016
年，刘福源就报名参加了由
《石狮侨报》等单位联合策划
的石狮侨商走进甘肃系列活
动，在探访丝绸之路经济带黄
金通道，感受兰州魅力之后，

身为南威软件集团的董事，刘
福源给集团呈送了一份完整
的报告，并力促南威软件集团
在当年成立了南威软件集团
甘肃子公司。南威软件集团
开发的兰州市电子证照管理
系统项目交付给兰州市大数
据管理局后，帮助兰州市在甘
肃省率先建成市级电子证照
共享服务平台，成为甘肃省在
深化“放管服”改革“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中的先锋，
并获得2019年中国政府信息
化管理创新奖。

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
刘福源十分关注“一带一
路”建设带来的商机，2016
年，刘福源开始在菲律宾物

流业进行布局。刘福源认为，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曾
连接菲律宾，“菲律宾是福建
海外华人居住最多的地方之
一，‘一带一路’蕴含着很大的
商机，特别对华商而言，不仅
能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
商机，促进自身企业升级，更
能从中‘牵线搭桥’，协助当地
政府商业部门抓住机会，搭
建双边合作桥梁，以商业合
作促进两国友好关系。”

中菲两国的关系积极
向上也加快了刘福源在物
流业建设的步伐，2016年，
福建省云致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成立之
初，刘福源就把“专注于跨
境电商海外一站式解决方
案”定为公司的发展目标，
先后在菲律宾、印尼、泰国
设置仓储物流基地，进行海
外仓布局，以持续提升运转
效率和客户体验，其中菲律
宾仓储面积（一期）就达2万
平方米，日吞吐量过万票。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该公司
在深圳、义乌、泉州设有集
货仓，覆盖华东北、华南地
区，服务菲律宾、印尼、泰国
等国的商家出海，多次得到
客户的好评与赞赏。

“一件代发”，作为一家
专注于跨境电商海外一站
式解决方案的公司，福建省
云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还从小件物流入手，也正因
为如此，环球易购、有棵树、
ABC、oppo等知名品牌纷纷
与该公司进行合作，该公司
也为他们进一步完善了进
出口物流供应链解决方
案。截至目前，国内前十名
的跨境电商卖家，已有五家
与该公司有过合作的经历。

对于家乡政府鼓励有
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布局海外仓的做法，刘福源
十分认可，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能进一步说明这个行业
就是朝阳产业。不过，刘福
源也对自己的企业提出更
高的要求，今后，公司要加
快二期仓储基地3万平方米
的建设，继续提供一站式网
店托管服务：平台入驻、战
略规划、视觉设计、运营推
广、客服服务、数据分析等，
帮助品牌商和供应商成功
出海，同时要以公司海外仓
为依托，确保资金快速回
流，产品出海难的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帮助家乡跨境电
商发展。 （记者李琳毅）

精准培养“一带一路”
所需人才

据中国教育新闻网 随着“一
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一带一
路”人才需求持续增长且越发复
杂。培养的人才更适应“一带一
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成为胜任
“一带一路”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
人才，是当下要考虑的问题。

今后，要精准培养“一带一路”
所需人才，要在细致调研分析“一
带一路”人才需求的基础上创新课
程体系，使知识学习、实践锻炼与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有机融合，实
现培养效果最优化。要探索形成
“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创新路径，引
领世界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旅菲石狮侨亲建海外仓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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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闻联播

跨境电商服务年
以侨架桥创商机
跨境电商到石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