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选自《厦门日报》、《厦门网》报道）

04 人物 2019 年 9月 13日

编辑：林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贸洽会声音
“这次我

说要来，大家就

跟着来了。”李逢梧笑容朴实，时

不时说起闽南话。作为菲律宾中

华总商会的永远名誉会长，此次

他带领 60 余位商会主要成员来

厦访问，参访人数是历年来参会

人数较多的一次。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创立于

1904 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商会

自成立以来便配合菲律宾政府发

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纳入菲律宾本地

发展规划，而商会成员则活跃于

菲律宾各行各业，包括机场建设、

道路建设、工地建筑、矿业、电子

行业、食品加工与贸易、影视唱

片、医疗事业等，“借助这一平台，

他们也来大陆寻找商机。”李逢梧

说。

李逢梧此次参会，主要关注

医疗领域的投资合作。目前其与

大陆的合作项目包括癌症基因筛

查、健康产业园建设等，“希望未

来能将更多菲律宾的健康护理专

业人才输送到大陆来。”此次参

会，李逢梧感受到厦洽会平台的

潜力，他表示目前正与组委会谈

进一步合作，“希望推动菲律宾成

为下一届或未来的主宾国。”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和菲律

宾华侨善举总会相辅相助，为中

菲关系架起桥梁。”李逢梧表示，

菲律宾贫富差距较大，华人经商

颇为富裕，也应将经济力量投入

慈善事业，帮助菲律宾维护社会

稳定。

目前，菲律宾中华总商会积

极推动各项慈善事业，包括赈灾、

扶贫、推动社会福利及教育事业

等，在促进中菲两国友好民间往

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一次地

震中，有菲律宾女孩受伤，李逢梧

让慈善医疗队为伤者做义肢，为

其家庭捐款，甚至为伤者安排社

会工作。“这些都是为了能让华人

更好地融入菲律宾社会。”李逢梧

说。

李逢梧始终不忘自己的华人

身份。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和澳

门回归时，他回到中国，当时认为

中国起码还需要 50 年才能发展

起来，“我发现我错了，中国发展

得非常快！厦门也和从前大不相

同了，现在非常美丽、干净，夜景

特别漂亮。”

“希望搭上福建高速发展

的快车，深入沟通对接，进一

步开拓闽台产业发展合作新

空间。目前，包括台塑集团、统

一企业、联华电子、国泰人寿

等在内的 50 多家台湾百大企

业均已在福建投资布局；22 个

台湾金融机构落户福建省，其

中在闽台资银行 6 家，居大陆

第 2 位。在电子信息、石油化

工等福建省主导产业领域，台

商投资已经形成上中下游产

业配套发展格局。”全国台企

联会长李政宏说。

作为今年厦洽会的配套

活动之一，由商务部台港澳司

和福建省商务厅共同主办的

闽台经贸合作对接会于 9 日

在厦门举行。对接会吸引了来

自海峡两岸的经贸界专家、工

商团体和企业界近 300 名代

表参会。

对接会上，福州、漳州、泉

州、三明、龙岩和莆田六个设区

市推介投资环境和产业政策。

台湾现代服务业、食品制造业

和现代农业等企业代表介绍了

发展经验。闽台两地业界代表

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机械装备、生物科技、现代农业、

现代服务业等，深入洽谈对接，

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福建省商务厅厅长吴南翔

表示，福建深入践行“两岸一家

亲”理念，长期致力于加强闽台

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力地促进

了两岸经贸融合发展。在两岸

关系新形势下，福建将继续鼓

励和支持广大台商朋友在福建

投资兴业、安居生活，将一如既

往地为广大台商台胞在福建的

工作、生活提供便利。

“‘一带一路’是实实在在

的东西，不是口号，也不是一

种宣传，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

实事，才能做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中国的对外经贸投资合作跨

出了一大步，许多民企开始‘走出

去’。我常常思考如何帮助中国

企业更顺利地进行对外经济合

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企业对外投资、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一定要和当地的文

化找到共同点。例如，毛里求斯

曾经推过工业区建设，事实上，

这并不适合这个国家。例如发

展纺织业，却没有供应机械设

备的上游产业，上下游产业都

缺乏，这是行不通的。他们就发

展旅游业，我们帮助他们做旅

游设施。”高坚表示，“走出去”一

定要因地制宜才能做好。

高坚还指出，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要注重绿色、环保。“我

们要拿好的产能出去，而不是

产能过剩才要带出去。”

近年来，中国在云计算、大

数据、5G、AI、新能源、生物制药

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快速发

展。高坚认为，可以将这些先进

成果广泛地应用到其他国家。

“历经 8 个多月的发展，福

建‘丝路海运’已发展为‘一带一

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面向全

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

放合作的品牌和平台，参与‘丝

路海运’联盟的 100 多家企业，

不仅是‘丝路海运’的推动者，也

是受益者。

这充分证明‘丝路海运’品牌

影响力的日益彰显，在圆桌会议

上发布《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厦门倡议》，将进一步凝聚共识，

为‘丝路海运’发展勾画美好蓝

图。”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董事长陈

志平表示。

在 9 月 8 日下午举行的丝路

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圆桌会议上，

来自“丝路海运”联盟的港口航运

企业代表共同发出《丝路海运国

际合作论坛厦门倡议》。各方表

示，将进一步推进“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丝

路海运”，实现合作共赢。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副主席、执行董事兼 CEO杨现

祥说，“丝路海运”启动运营后，海

丰国际在厦门的业务量增长

40%，可以说，“丝路海运”让厦门

港的定位发生变化———打通“海

丝”和“陆丝”，实现“丝路海运 +

中欧班列”的业务模式。当前，东

南亚出口加工业发展迅速，厦门

港可以发挥中转枢纽港的作用，

航运企业可以沿“丝路海运”找到

新客户，推出新产品。下一步，海

丰国际将加大与厦门港务的合

作，实现海陆联合，把“丝路海运”

用好用活。

国际港口协会副主席 原正

治表示：“ 我十分喜欢一些日本

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瓷器，这些瓷

器当年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

渡日本，使我对现在“丝路海运”

的运作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倡议

中，我特别支持关于开放、包容的

相关内容，这必将促进海运贸易

的便利化。”

以星综合航运（中国）有限公

司华南及台湾地区总裁李晓冰

说：“以星航运从上世纪 80 年代

起就扎根厦门，也是‘丝路海运’

联盟的首批航运企业。‘丝路海

运’启动以来，公司业务量明显增

长。同时，在良好的政策支持下，

公司的一些国际中转航线也落户

厦门。接下来，以星航运将以更多

的实际行动支持‘丝路海运’、支

持福建发展。”

四年前接受帮助的女大

学生，如今以会长助理的身份

回乡参加厦洽会，还与当年帮

助过她的“恩人”在展馆内相

聚，留下了笑容灿烂的合影。

四年前，毕业于厦门一

中，在首都师范大学就读的女

生温明馨，母亲摔倒骨折病情

严重，家庭经济拮据，急需爱

心人士的帮助。厦门一中的老

师们自发为她在网络上展开

了一股爱心接力，菲律宾厦门

联谊会得知了情况后，第一时

间将 2 万元交给厦门市海外

交流协会，请他们将善款转交

给这名学子，作为她母亲的治

疗费用，帮助她渡过难关。

今年的厦洽会，温明馨以

“北京厦门企业商会会长助

理”的身份回到家乡参会。听

说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恩人”

也来参加厦洽会，她在记者的

帮助下，主动联系菲律宾厦门

联谊会，要在展馆内当面答谢

他们四年前的帮助。

菲律宾厦门联谊会首届会长

曾荣权说：“我们虽然在国外，但

也很关心国内的情况。如果有任

何需要，我们都会尽自己所能

献出一份力。今天看到她是一

位懂得感恩的人，让我们感到

很欣慰也很开心，希望她也可

以把善意传递下去，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黄丽彬）

“任何人都阻碍不了两岸的经

贸往来与和平发展，未来的路还

很长，让两岸人民都过上更好的

生活，是两岸共同的目标。台湾中

华大学讲座教授尹启铭认为，台

商要善于运用大陆的人才红利、

科技发展环境和市场机会，提升

竞争力。”

9 月 8 日，在厦门参加第十四

届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的两

岸企业家、专家学者，表达了一个

共同态度:两岸产业发展早已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割，也不

能分割，两岸要更进一步融合发

展，携手打造共同市场，达到

1+1>2 的效果。市政协副主席

江曙霞出席论坛并致辞。

本届论坛由海峡两岸经贸交

流协会、台湾商业总会主办，聚焦

“共话两岸融合发展 打造两岸共

同市场”主题。

两岸嘉宾认为，手足抱团，优

势互补，应通尽通，建立两岸共同

市场是未来的趋势。当前，大陆经

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可优先选择在

厦门等台商聚集的地区设立试

点，从区域和局部着手，先行先

试，开展务实合作。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

深入对接加强闽台经贸合作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李逢梧：

此次来厦参会最关注医疗领域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高坚：

务实合作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菲律宾厦门商会创会会长曾荣权

昔日受助学子在厦与“恩人”相聚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志平：

港航企业代表发出《厦门倡议》

台湾商业总会副理事长许舒博：

推进融合发展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