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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凤里街道召开首
届奖教暨爱群教育促进会奖教奖
学大会，表彰辖区优秀教师。会
上，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王清
海职业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石狮
市爱群教育促进会会长王清海代
表石狮市爱群教育促进会与宽仁
小学、实验幼儿园分别签订“新时
代尊师育才五年计划”。根据计
划，石狮市爱群教育促进会分别
向宽仁小学捐资120万元、向石狮
市实验幼儿园捐资50万元。“石狮
的发展日新月异，家乡教育事业
也不断成长，作为一名石狮人，我
倍感骄傲。”王清海说，为家乡教
育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以
期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推动
形成优秀人才竞相从教、广大教
师尽显其才的良好局面。他的讲
话引起了许多共鸣。

白手起家 技术过硬

“宽仁属于石狮老市区中心
地带，也是石狮的发祥地，这里
人杰地灵，是闻名遐迩的和谐之
乡。”说起宽仁，王清海如数家
珍，“我出生成长在宽仁，虽然旅
居香港，仍不忘家乡一草一木，

‘宽仁’二字早就刻在心中。”也
许是在这种宽容敦厚的环境中
长大，王清海始终把诚信经营放
在第一位，从 18 岁开始出来打
工，到1987年23岁创立石狮市通
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王清海一
步一个脚印。

王清海至今还记得创业之
初的艰辛，记得那是石狮市政
府刚刚成立，有侨亲向市政府
赠送了一部进口汽车。有一
次，汽车抛锚了，一检测，是发
动机一个零部件损坏了，需要
更换零件汽车才能修复。“当时
哪有汽车配件更换，第二天市
领导又要赶赴福州开会，实在
让人着急。”王清海灵机一动，
挽起袖子，直接拿起钢坯打磨，
任是熬了一个通宵，制作出一
个汽车配件，汽车顺利修复，也
保证了领导的出行。

过硬的技术，为通海汽车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渐渐地，通

海汽车走上正轨，客户也越来
越多。

人才储备 壮大企业

也许是和进口汽车打交道多
了，王清海对知识十分看重，平
常自己有时间就捧起专业书籍
钻研。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王
清海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十分注
重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和储备。在上世纪90年代，王清
海就尝试引进当时名牌大学毕
业生进入企业工作，但发现招来
的大学毕业生有知识没技能，不
能适应企业要求。王清海猛然
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当时就萌生了念头，有机会
一定要为职业教育做点事。”随
即在2005年，通海汽车便开始与
泉州农校、国家开放大学、黎明
职业大学等职业院校联合办学，
开办中、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汽
车营销和维修人才，为汽车服务
行业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技术和
管理人才。

2005年开始与职业院校的
合作也让王清海事业突飞猛进，
为响应国家“大国工匠”培育精
神，2018年通海集团与黎明职业
大学正式签订校企深度融合联
合办学战略联盟，引进上汽集团
ASEP实训基地项目，为培养汽车
服务行业高级应用型人才，促进
和推动汽车服务行业健康持续
发展，福建省唯一上汽集团ASEP
实训基地项目落地于黎明职业
大学，通海集团也成为上汽通用
汽车优秀校企合作伙伴，在新时
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势下为
社会输送大量高素质人才。如
今，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壮大，
石狮市通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已经成长为福建通海集团，旗下
多家全资子公司，主营汽车贸
易、汽配贸易、汽车维修、汽车检
测，是福建地区知名汽车销售服
务企业。

投身职教 输送人才

与高校交流渐渐多了，王清

海决定为职业教育做点贡献，
2010年，经福建省民政厅批准，
福建省王清海职业教育基金会
正式成立。“关爱社会和谐，奉献
无私爱心，振兴职业教育，服务
海丝建设，我愿意帮助别人并让
受助者保持尊严”，这是王清海
成立基金会的初衷。在基金会
成立大会上，王清海当场就签订
了资助石狮市宽仁小学建设和
资助泉州市“五老”人员贫困子
女、少数民族村贫困户子女上学
两个项目。

福建省王清海职业教育基金
会成立之后，参与和资助兴办职
业教育学校或培训机构，参与
相关职业技术院校奖教奖学、
助教助学和科研、技术创新等
活动，并积极开展奖教奖学、扶
贫支教等公益活动。十年来，
福建省王清海职业教育基金会
指定教育系统类捐资公益共支
出资金 650 多万元，其中，2012
年与省职教社共同设立“清海
杯”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至今已
成功举办4届，每届奖励福建省
优秀职业院校 15 所、优秀校长
10名、优秀教师30名，成为我省
职业教育评先创优的最权威荣
誉奖项，获得职教院校及教育
工作者的好评。2021年7月，在
黎明职业大学创立首期启动基
金为 100 万元的“我成长、我作
主、精准帮扶”大学生公益助学
计划，资助有爱心、有志气、独
立成长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在
2021 年 7 月下旬，又捐资 10 万
元举行全省“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对职业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学习研讨会”，助力职教事业
发展。

回馈社会 奉献教育

在注重自身企业发展的同
时，王清海想到的是回馈社会，
奉献教育。2003年，王清海就参
与捐建了西藏林芝希望小学，又
通过香港希望工程基金会参与
新农村建设，先后到政和县和武
夷山市各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几年来，通海每年都要拨出

专款、专人为社会奉献爱心。先
后捐赠教育、交通、环境等慈善
公益事业 2000 多万元，被授予

“扶残助残先进单位”“爱心企
业”“教育扶贫示范单位”等称
号。2010年5月，福建省委、省政
府授予王清海“福建省捐赠公益
事业突出贡献奖”奖牌、奖章、荣
誉证书；2010年，福建省王清海
职业教育基金会成立后，先后开
展了“春雨——扶贫助学行动”，
从2011年开始，协办福建省中
华职教社编辑出版《中华职业
教育》杂志，宣传职业教育的重
要性和介绍职业教育的新理
念、新做法。2013年，王清海出
资支持华侨大学工商学院建设
学生社会实践平台。2015 年，
王清海出资100万元，帮助石狮
市凤里街道筹建“爱群教育促
进会”，开展奖教奖学和教师培
训活动。2016 年，王清海捐资
设立旅菲宽仁同乡会子弟奖学
金，2017 年捐资资助菲律宾青
年会设立奖学金，2015年、2018
年连续四年捐资菲律宾石狮宽
仁同乡会设立华侨子弟奖学
金，王清海把爱心工作做到海外
侨亲下一代身上。

不仅如此，当2020年2月疫
情来临之际，王清海积极响应香
港港区联谊会的号召，主动捐献
10万元港币，发动亲朋好友花费
10多万元人民币想方设法从日
本购买到N90口罩1100个，分别
捐赠给湖北省武汉第三医院、石
狮市总医院，以实际行动展示了
责任担当。

参政议政 发挥双重作用

王清海早年移居香港，作
为港区福建省政协委员，王清
海十分珍惜委员荣誉，切实发
挥双重积极作用，积极履职尽
责，以新业绩为政协事业增光
添彩。

作为居港乡贤，在香港，王清
海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维护香港繁荣与稳定，积极参加
香港石狮同乡总会会务建设。在
国内，王清海为加强福建与港澳
地区的连接积极建言献策，大力
宣传推介福建优势。同时，王清
海还结合自身职业特点，提出要
加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人
才政策支撑力度。他向福建省
政府提出建议：进一步加强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职业教育，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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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动态调整课程内容，
不断适应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
速发展需求，做大做强新能源汽
车行业基层人才供给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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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的区别培
养和衔接，对接产业需求，鼓励
企业深度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并
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实现新能
源汽车行业主体人才的充分供
给。

由于对职业教育所做的努力

及贡献，2020年11月，王清海被中
华职教社北京总社聘任为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参与规
划、推动全国职业教育发展。

牢记使命 同心向党

“作为一名中国人，看到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不断强
大，我倍感骄傲。”王清海说，“繁
荣昌盛的祖国也为我的创业之
路提供了广阔平台。从中国革
命史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
人心所向的英明政党。一心向
党成为我立世处事的原则。”

几十年来，王清海对祖国对
家乡的情谊始终不变。“参与中
华职教社也为自己寻找到一条
同心向党的桥梁。”2020年年初，
在全民抗疫期间，王清海认真学
习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积极主
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他带
领福建省王清海职业教育基金
会捐钱捐物；主动投身一线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同时，他还
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疫情防控
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
势》，为大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点赞。

王清海表示，作为一名新时
代企业创办人，将秉承爱国报国
的情怀、勇于创新的决心、回报乡
梓的爱心，以推动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为己任，做有社会责任
担当的企业家。

（记者 胡毅杰 李琳毅）

中华职教社 常务理事
中华职教社产教融合与校企
联办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国家教育部职业教育专家
咨询委员会 专家
福建省政协 港区委员
福建省中华职教社 副主任
石狮市爱群教育促进会 会长

接待石狮教育局领导共商
家乡教育事业

黎明大学校董会向通海公
司颁发校企联合办学纪念牌

王清海代表石狮市爱群教育促进会向石狮市凤里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捐赠300万元

王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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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居港乡贤、石狮市爱群教育促进会会长王清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