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来自石狮市商务
局的信息显示：自石狮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正式启动至
今，累计出口已突破800亿元
大关，这为石狮全面建设现代
化商贸之都奠定了良好基础，
更为泉州市乃至福建省外贸
稳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2018年9月，石狮服装城
获批福建省首个国家级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并于2019

年9月获批叠加全国首个市场
采购预包装食品出口试点，突
破传统食品出口“生产企业备
案”制度、“产地检验”监管制
度、专柜装载模式，开辟食品
出口阳光通道。作为外贸综
合服务平台，石狮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创新“采购地申
报、全省口岸验放”一体化通
关模式，实现“一县试点、十地
共享”，辐射服务全省专业市

场和产业集群。由于具有通
关出口快、税收政策优、外汇
管理活等优点，石狮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试点深受全省广大
没有能力自建外贸体系的中
小微企业的欢迎。除了石狮
的纺织服装，泉州其他地区及
福州、漳州、莆田等周边地区
产品也通过这个共享平台走
向世界，大卖全球，贸易“朋友
圈”覆盖177个国家和地区。

据石狮市商务局介绍，下一
阶段，石狮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试点将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创
新，发挥“市场采购贸易+跨境
电商+外贸综合服务+保税物流
中心区+金融服务”等外贸新业
态优势，运用市场采购贸易阳
光出口和多主体收结汇政策破
解“冻卡”难题，为全市融入“双
循环”格局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石狮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启动至今

累计出口突破800亿元大关
覆盖177个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八周年
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
据中国一带一路网 今年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周年。八年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
不断深化，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
升，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从
中巴经济走廊到中蒙俄经济走廊，从
蒙内铁路到雅万高铁，从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一
带一路”建设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是
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为
参与国发展提供了互利共赢的新平台
与新机遇。八年来，“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基础设施联通不断深化。

“一带一路”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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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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本报讯 近日，来自大泉
州地区企业的86个集装箱，利
用“泉州—厦门”快速专线，搭
乘“海上巴士”抵达厦门港海
天码头，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完
成了货物内贸转外贸和报关

手续，顺利装上了干线船，并
发往“一带一路”等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港口。这意味着，
“泉州—厦门”多了条海运通
道，今后货物不仅可以选择陆
运、铁运，还可以选择快捷经

济的“海上巴士”货运服务。
原本，从泉州通过陆运抵

达厦门港的货物，通常只需要
两个多小时。但近期受疫情
影响，省内跨地市道路运输的
成本、耗时等都有所增加，交
通管制也更加严格，效率难以
保证，外贸出口面临一定压
力。为进一步提振货主和航
商的信心，维持供应链稳定畅
通，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携手厦门中远海运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泉州分公
司创新“水水联运”模式，利用
厦门港推出的“海上巴士”货
运服务，开通了首条“泉州—
厦门”快速专线，与厦门港中
远海外贸集装箱运输主干线
形成无缝对接。

“企业只要负责将货物运
输到石湖港集中装船，后续的
舱位安排、货物转运、转乘国

际干线便都由厦门中远一条
龙服务。”石狮市商务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海上巴士”
运输，货物不仅能够准时准点
抵达港口，还能同一批次同步
办理放行和报关的手续，无缝
对接干线船舶，切实加快了货
物周转效率，降低了客户成
本。同时，在疫情期间，“无接
触式”的批量水路运抵和提离
方式也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陆路运输各环节可能带来的
疫情传播风险。长远来看，
“海上巴士”不仅为石狮及泉
州地区中小企业货物顺利出
运提供多模式选择，而且这条
快捷经济的海运通道，也有利
于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产
品的竞争力，继而实现抓防疫
保生产、维持区域经济稳定
“一盘棋”。

（记者庄玲娥李荣鑫）

助力石狮货物输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泉州—厦门”海上快速专线开通

据中国新闻网 为期近一周时
间的202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
会负责人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近
日在南宁、钦州等地举办。举办此
次研修班旨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商会负责人介绍中国国情国策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帮助海外侨商
侨领了解广西，进一步汇聚侨心侨
智侨力，在同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多做贡献。

活动期间，学员们参观考察了南
宁市高新区、“中马”钦州产业园、中
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
区以及坭兴陶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会
负责人赴广西学习交流

受主宾国菲律宾邀请，石
狮籍青年才俊、鹿口品牌设计
创始人蔡沂轩带队参加了上
个月在厦门举办的第21届投
洽会。谈及参会，蔡沂轩认
为：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注
定能开拓眼界，觅得商机。

本届投洽会以“新发展
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
主题，重点邀请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RCEP
成员国参会，期间有30多场
会议论坛及对接洽谈活动，
与会嘉宾展开高端研讨，精
准对接。菲律宾领事馆举办
的“一带一路”基础城市建
设、菲律宾建设及基础设施
行业投资论坛吸引了很多参
展嘉宾。菲律宾驻华大使罗
马纳在会上透露：中国的投
资数额在菲律宾排名第二，
约 20.48亿美元。中方投资
的主要领域是制造业、房地
产开发业、交通业和建筑业，
通过投洽会深化拓展两国各

领域务实合作，希望参会嘉
宾能深入探讨在菲律宾的投
资发展机会。对此，蔡沂轩
感受颇多，她认为，“这对于
从事建筑设计的鹿口品牌而
言，商机更多了。”

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
是本届投洽会的特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伙
伴、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在投洽
会平台上融合交汇。近100个
国家和地区、5000多家企业线
上线下参展参会。蔡沂轩认
为，加强“双向投资促进”“权
威信息发布”“投资趋势研讨”
平台建设，让品牌更加凸显。
据介绍，鹿口设计拥有国际视
野的设计理念，为百余个世界
品牌、产品与空间提供最专业
的设计施工执行服务，鹿口目
前已发展成为中国及东南亚
颇具影响力的品牌设计公
司。“参加展会后，通过与参展
商的交流，已经找到了不少合

作伙伴，达成了多份合作协
议。”

蔡沂轩还特意向记者介
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鹿口
品牌设计前五年一直精于主
业，市场开拓停滞不前，直至
2016年，参与到一场活动，才
促使鹿口品牌设计有了质的
飞跃。”这场活动就是石狮市
2016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
的石狮侨商践行“一带一路”
走进菲律宾活动。“正是那次
活动让自己开拓了眼界！”也
坚定了自己在菲律宾成立鹿
口品牌设计分公司的决心。

2016年至2020年鹿口品
牌设计菲律宾分公司先后在
菲律宾参与了菲律宾国家博
物馆、菲律宾达沃汽车城、菲
律宾石油大楼、菲律宾薄荷度
假小岛的开发，菲律宾马尼拉
湾度假酒店的设计以及菲律
宾第一所华人寺院、菲律宾大
乘信愿寺的修缮工作。如今
鹿口品牌设计已经是一家兼

具专业度、创意性与国际经验
的品牌设计公司。该公司秉
承锐意创新与信守承诺的宗
旨，依托优秀的国际设计团
队，提供最专业的品牌策划、
空间设计与工程管理全案服
务，成为企业最佳的品牌策略
创意设计伙伴。目前，鹿口品
牌设计在福州、泉州、石狮和
菲律宾马尼拉都有分公司。
该公司拥有专业经验并服务
过世界知名品牌的海内外策
划师团队、国际设计师团队和
工程执行团队400余人。

如今，鹿口品牌设计已经
十年，十年的品牌创建和设计
经验，创造力已经成为鹿口品
牌设计的核心价值。蔡沂轩
表示，她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
一名文化使者，带着传承和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设计理念
与西方设计融汇，成为“一带
一路”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融
合的探索者。

（记者李琳毅）

石狮侨商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开拓了眼界 觅得了商机

据澎湃 上海第一家（由科技部
批准建设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
室——中国-匈牙利脑科学“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由中科院脑科学与
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
研究所）承建，双方将在神经科学领
域开展深入合作。

建立中国-匈牙利脑科学“一带
一路”联合实验室将进一步推动中国
和匈牙利在脑科学基础前沿领域的
快速进步，提升两国在国际脑科学和
脑疾病医疗领域的地位，提高脑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推动医疗健康产
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联
合实验室将加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
深度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为“全脑
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大科学计划的推
进奠定国际合作基础。

上海同匈牙利共建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