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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青商会持续深化推动“八点开席”新风行动

“八点开席，
石狮人说到做到！
”
青商

动

态

“青商学苑”
第四十二期开讲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实现经济转型

“产业人才 育苗工程”
今年结对助学27名大学生
本报讯“谢谢‘产业人才 育苗工程’结对助学行动，让我
圆了大学梦！”近日，当接过石狮青商会常务副会长吴清湖的
结对帮扶金时，即将就读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的姚同
学露出了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记者了解到，由石狮团市委指
导，石狮青商会党委、凤里活动组联合承办的“产业人才 育苗
工程”结对助学行动已于日前结束，成功结对27名贫困优秀大
学生。
据悉，为助力石狮“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围绕“3+3”产业
规划，吸引、培育和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2018年“产业人
才 育苗工程”（原“米兰计划 育苗工程”，于今年正式更名为
“产业人才 育苗工程”）结对助学行动正式启动。与往年结
对助学行动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结对助学行动不再限制专
业，只要是家庭经济困难且被本二（含本二）以上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品学兼优的石狮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
报名参加。
青商会党委负责人表示，结对成功后，受助对象可
于每年寒暑假到结对青商的企业中实习锻炼，将学校所
学的理论知识与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进行有机结合，做
到学以致用，尽快锻炼成为实用性人才。同时，受助
对象可优先选择在结对青商的企业中就业，尽快贴
补家用，实现自强自立，以自己所学回报资助人
的培养。
据悉，“产业人才 育苗工程”结对助学
行动已连续举办五年，将推动产业发展与
希望工程相结合的新型助学与产业人才
本地化培育模式，组织青商与学生结
对，实现“保学业、保实习、保就
业”。截至目前，石狮青商已筹
集188万元，结对帮助了94
名优秀贫困学生。
（记者 林富榕 通
讯员 谢珊妮）

巩固“八点开席”新风成效

用科学方法判断未来经济走势

8月18日
面对新时期的经济转型及在世界变局，特别是中
至 19日，“ 青商
美贸易战背景下，
企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未来
学苑”第四十二期
经济的走势？课程伊始，
孙立平结合石狮经济发展和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当地青年企业家实际情况，
提出了“短期看政策”“中
的经济转型》开讲，清
期看趋势”
“
长远看文化”
“
体制贯彻始终”
等建设性建
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议，引导青年企业家们审时度势，把握最好的商机。
社会学博士生导师、经
“特朗普四面出击表象的背后是当今世界正在发
济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
生的两个互相交织但又不同的过程。
”孙立平指出，
通过讲授中美贸易战背
这两个过程分别是：
与逆全球化相联系的贸易摩擦、
后中国经济的前景及走
贸易争端或贸易战；准冷战或准冷战生成的过程。
势，让石狮青年企业家明
前一个过程以缩小逆差和促进美元回流重塑着美国
白如何自处，避免冷战陷
并影响着西方和整个世界，后一个过程则体现着体制
阱，以实现经济转型。石
模式和价值观的又一轮较量。
狮市委副书记庄玉海出
席活动并为孙立平赠送
后置业时代的经济新生态
“文明出行”车标纪念
孙立平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两个转型期，一是
牌和感谢信，市直各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变，这是中华
有关单位负责人，以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二是从大规模集中
及青商会会员参加
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
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
活动。
结束。
在讲到如何看待后置业时代的经济新生态时，孙立平表
示，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把钱主要花在房子上，而是逐步进入
提升生活品质的阶段。因此，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居民消费，乃
至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孙立平认为，后置业
时代的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精致的制造业、完善的服务业和具有创
新能力的教育科学技术产业。
孙立平认为，接下来企业家必须面对新经济带来的机会与挑战，新经济
主要体现在新的技术逻辑、新的资本逻辑、新的商业逻辑和新的劳动逻辑四
个方面。

实现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

“实现经济转型核心问题是在消费升级基础上实现经济转型，需要
解决利益关系失衡的问题，消除妨碍消费升级的后顾之忧，善待以房
子为载体的财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在孙立
平看来，当前企业家要“独善其身”做好应对：第一，避免冷战陷阱，
不要迷失。不应该过分热心参与中美关系的讨论，更不能跟着起
哄，炒作中美分道扬镳。也不应该大张旗鼓去自我炫耀、自我
宣传，甚至自我吹捧。第二，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未来内需最关键！”孙立平认为，发展的成果要能更好
地惠及普通民众，从而形成普通民众对一种发展模式的
认同，这将作为一种价值观获得世界的认同。那么，发
展的成果如何更好地惠及普通民众？这就要处理
好民富与国强的关系问题；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
善民众的生活状态；将更多的财富保留在民
间。
青商 开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洪银玲）

准时赴宴是对主人的尊重，准点开
席是对客人的敬意。“八点开席”文明新
风是石狮青商会成立后推动的第一件
事，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当时调查了100场婚宴，83%做到
了八点半前开席。
“宴席晚点，确实是一件‘有百害而无
一利’的事情。”石狮青商会文宣部部长
王世炎指出，晚上宴席开席晚是一个
“城市陋习”，因为它带来了不少“负能
量”：一方面，由于晚点开席，客人在赴
宴前都会先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导致
开席后多数宴席剩菜现象严重，浪费

食物，酒店的水、电等资源也会有所浪费；
另一方面，“开席晚点”容易形成不守时守
约的陋习。令人欣喜的是，在相关部门、青
商会及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石狮
九点以后开席的现象已消失，大多数宴会
在八点半之前就能开席。
“八点开席，石狮人说到做到！”王
世炎表示，“八点开席”是石狮青商会倡
导的第一个文明新风，也是一个持续推
动的文明新风。为进一步巩固“八点开
席”成效，8月16日晚，石狮青商会专门
召开了2018年文明新风动员大会，对深
化推动“八点开席”活动进行了部署。

“八点开席”可享受优惠“大礼包”
记者了解到，为深化推动“八
点开席”文明新风，进一步巩固
“八点开席”成效，从10月起至
2019年3月期间，石狮青商会文
宣部将携手纪律部，参照青商会
“文明出行 利家宜业”新风中“以
奖促管”的思路，对践行“八点开
席”新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
奖励。即通过设置酒店现金抵用
券、联盟商家现金抵用套券、《石
狮日报》和电视台媒体祝福等优
惠措施，鼓励广大市民践行“八点
开席”，通过树立典范100人，扩大
“八点开席”行动对社会的影响，引
导全市人民践行准点开席新风。
“从9月份起，我们青商会人员
就开始走访与婚庆有关商家，为新
人们定制新婚优惠‘大礼包’。”石狮
青商会文宣部副部长蔡加泽告诉记
者，在闽南，新人结婚需要置办的东
西很多，这是一笔不小的开资。为给
新人们“减负”，青商会文宣部、纪律部

特别策划了这份新婚优惠“大礼包”：首
先，只要新人同意践行“八点开席”，就
可获得“爱心大礼包”一份，其中大件礼
品以礼品券形式赠送，由践行者自行到
商家指定地点领取，赞助礼品不绑定任
何消费；第二，可获得八点开席联盟商
家优惠套券一套；第三，践行宴席当天，
青商会将制作与宴席相符的场景氛围，
为宴席增添热闹氛围同时宣传八点开
席。“这些抵用券都是真金白银的优惠，
肯定能为新人节约不少钱。”
除了物质方面的奖励，石狮青商会
还专门为践行“八点开席”新人们准备
了暖心的精神鼓励。据称，践行“八点
开席”新人可获《石狮日报》版面祝福以
及石狮电视台的滚动字幕祝福，让新人
们因文明而凝聚更多祝福与爱意。
值得一提的是，若市民推荐成功参
加践行“八点开席”的，将按照推荐人
数排名前3名给予由大德康元提供的
价值3000元、2000元、1000元现金抵用
券。

再掀“八点开席”宣传新高潮
“‘八点开席’的宣传一定要持续推
进，广泛宣传，方能出成效。”王世炎表
示，此次深化推动“八点开席”，青商会
除了通过户外广告、报纸、电视广播等
传统媒介外，还将制作易拉宝、视频投
放到全市主要酒店、商场、青商公司等
地点。同时，将借助微信传播的力量，
制作一个号召八点开席的统一微信模

板，要求宾客准时赴宴，形成“八点开
席”浓厚氛围。
为确保“八点开席”取得实效，青
商会纪律部将统筹分配人员到宴席现
场进行监督，每次到场 2人并填写执
行情况反馈表交至纪律部秘书处存
档。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郭翠）

答谢名单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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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曦 石狮团市委副书记
郭东圣

石狮青商会会长

创业，没有捷径

青创工程丨
石狮青商会创新创业讲堂第三讲开讲

李栋梁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林伊莎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施明晓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洪我议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福建北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狮市青创城电子商务园区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石狮市银河商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建中创汇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总裁
三威龙（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阶段不同 心态和条件也不同

王炜煌 石狮青商会副秘书长 石狮市煌炜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讲堂中，陈武奇结合自身20年的工
作经历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亲身体验，
从企业发展到衰退的全过程，分享了自
己艰辛的创业路程，同时分享了企业在
面对经营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所需要
具备的条件和心态。
他指出，在企业形成阶段，需要
有丰富经验，才能少走弯路；在发展
阶段，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事业有

许明旗 石狮青商会副秘书长 福建夜光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成熟阶段，要
胆大心细，慢慢地走向国际的战略布
局；在衰败阶段，更要有创新思维，想
办法延长衰退的时间，通过转型升级
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他告诫即将要
创业的青年们，必须先了解企业从发
展到衰退需要经历的过程，循序渐
渐，不要操之过急，保持良好的应对
心态。

家是企业经验的成功秘诀

近日，石狮青商会举办第三期创新青年学习讲堂。本期讲堂邀请石狮青商
会常务理事陈武奇带来了“路，没有捷径”的主题演讲。石狮青商会会员代表、
创业青年等40多人前来现场听课，并现场与授课嘉宾互动交流。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清湖 石狮青商会常务副会长 石狮市季季乐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泉州建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志泓 石狮青商会团工委书记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福建战地吉普户外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兴模 石狮青商会党委书记

洪长义 石狮青商会副会长
讲

企业职务

在互动交流中，有创业青年问陈武
奇，企业经营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他的
答案是一个字：家。他说，能够把家经
营好的人，一定也会把企业经营好，因
为经营家庭需要有责任心，有耐心，有
智慧与技巧，有宽容，有人情味。而且
要懂得安排与引导，懂得理财，懂得处
理轻重，而经营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呢?
“世上有一种人,不管人生的起点
如何，他总能冷静处事,不仅踏实做好
眼前的局部工作，更能眼观四路耳听
八方，通达更多的全局性事务,伺机打

陈南城 石狮青商会副秘书长

郭荣娜 石狮青商会副秘书长 石狮市猛娜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文友 石狮青商会常务理事 石狮市捷友汽修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竞 石狮青商会常务理事

开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陈武奇坦
言，从业20年来，每一步都是他成长的
积淀，所以说，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所谓“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
会后，创业青年们表示本次讲座非
常有意义，希望青商会接下来能够举办
更多类似这样有深度、有高度的创新创
业课程，为新时代的创业青年们提供一
个良好的学习平台，让大家少走弯路，
提高事业发展成功率。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王晴晴）

泉州串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狮市朗泉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华瑜 石狮青商会常务理事 泉州森美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荣俭 石狮青商会常务理事 福建凯斯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志鹏

石狮青商会理事

金恩美口腔门诊部负责人

郭锡加

石狮青商会理事

石狮市宝辉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