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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和促會承辦
「攜手友城 共享未來」打拉-棗莊合作交流會

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暨僑星志願

者服務團訊：11月18日上午9時，由本會王永

義創會會長/團長穿針引線促成的「攜手友城 

共享未來」的打拉-棗莊合作交流會假座打拉

市市政府召開，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

帶領市政廳工作人員出席交流會。

此次活動由中國山東省棗莊市人民政府

和菲律濱打拉（Tarlac）市政府共同主辦，棗

莊市政府外事辦公室與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

促進會聯合承辦。棗莊市農業農村局、棗莊

市商務局、棗莊市能源局、棗莊銀行及菲律

濱僑星志願者服務團協辦。

棗莊市人民政府左文副市長、棗莊市市

政府副秘書長/市商務局局長岳增波、市能

源局局長劉忠波、市農業農村局副局長劉陵

恆、市委外辦副主任李林在棗莊銀行會議室

通過線上視頻出席並致辭，棗莊市外辦副主

任田曉燕在線上主持交流會。

打拉市榮譽市民、菲律賓僑星志願者服

務團團長王永義介紹打拉市政府領導與本會

同仁以及出席會議的企業家。

會前播放兩市城市宣傳片給一眾參會人

員觀看。

會議開始時，Maria Cristina C. Angeles

市長致歡迎詞。接著，由菲律濱中華和平發

展促進會創會會長王永義致開幕詞，他說：

「今天我們相聚在雲端視頻連線『攜手友

城 共享未來』打拉-棗莊合作交流會，本人

非常榮幸作為承辦與協辦方的發言人，本會

能夠參與本次交流會，全體同仁都感到非常

自豪，希望本會能夠為中菲友好稍盡綿薄之

力，並期待以後能繼續協助兩市之間的經貿

往來、投資交流。促進中菲友誼，取得雙

贏。

期待兩市之間的合作關係更為緊密，為

兩地經濟發展做出更好的貢獻。回想起2016

年，本人陪同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首

次踏足棗莊，受到棗莊市領導的熱情招待，

2017年再次陪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到

訪棗莊市，在交流期間，兩市領導簽訂了友

好合作關係城市協議，打拉市市長親自遞交

友城金鑰匙給予棗莊市，此串鑰匙迄今仍收

藏于棗莊市檔案館，兩市從此開啟友好互動

關係。」

王永義感謝棗莊市政府左文副市長于百

忙之中撥冗蒞臨線上指導。

感謝棗莊市政府外事辦公室領導的大力

支持，也特別感謝田曉燕副主任的用心付出

和精心安排。

菲律濱僑星副秘書長陳緣緣擔任翻譯並

介紹菲方出席人員。

棗莊市政府左文副市長在線上致詞，他

介紹了棗莊市最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他表示：「中國與菲律濱一衣帶水、隔

海相望，兩國血緣相親、文緣相通、民緣相

融。近年來中菲在政治安全、經貿及人文等

領域合作成效卓著，合作基礎愈加穩固，合

作成果日益豐碩。2017年，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率團訪問棗莊，考察棗莊多家輪

胎、水泥和鋰電企業，參觀學校和民間藝術

機構，與多家企業達成合作意向，並簽署建

立友好合作關係城市備忘錄。

感謝菲律濱和促會創會會長暨菲僑星

志願者團長王永義為兩市的友好往來與合作

所做出的貢獻，以後棗莊市願繼續與打拉市

深化交流，拓展在經貿、文化、教育、體

育、旅遊等多領域的深度合作，打造全方

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合作體系，不斷謀求

兩地的合作發展與共同繁榮。願雙方把握機

遇契機，也期待早日線下相會，共謀合作發

展。」

打拉市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致

辭，她自言自2016年就任打拉市市長以來，

一直在努力推動一個真正廉潔、誠實、負責

和透明的政府，積極協調所有執法部門和機

構，以確保打拉市的和平、秩序、安全和安

保，一方面持續與包括工商界在內的本市各

界人士舉行會議和對話，聽取他們的需求，

收集他們對市政府各項計劃的建議與見解，

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承諾將向新投資

者提供各種財政獎勵。

王永義以菲律濱僑星志願者服務團團長

的身份繼續發言，他懇切地稱打拉市是人民

信任的政府，加上地理位置優越，未來可大

展宏圖。 他個人覺得今天的會議將會富有成

果，期待兩市各取所需，並感謝雙方參會人

員。

接著，棗莊市商務局郭立波副局長介

紹棗莊對菲律賓進出口情況；山東天瀚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凡偉介紹棗莊鋰電

產業總體情況。陳凡偉稱，棗莊蓬勃發展的

鋰電產業，必將攻克無數個難關，為努力打

造綠色新能源、打造北方「鋰電之都」而努

力。

打拉市也分享推介了一些項目，市項目

評估官Engr. Michelle Rivera 向與會人員詳細

介紹海外倉，她發言期待兩市一起在菲律賓

發光發熱。

市城市規劃和發展官Eduardo Quintero介

紹免稅加工園區，表示市政府會優先投資的

一些區域，諸如農產品 環保 教育 勞務 旅遊

業 交通運輸 餐飲 等。

棗莊市農技推廣中心研究員王洛彩介紹

玉米種植先進技術，令人目不暇接，山東企

業之多，令人眼花繚亂，難以取捨。

各種優惠政策，對投資者都有莫大的吸

引力。

棗莊科技職業學院建築工程學院種道靜

推介職教國際合作項目。

山東紅三葉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褚福揚

副總裁推介鋼結構等建築方面的特點。他感

謝市政府的扶持。

他介紹他的企業高度重視科技發展，也

建立核心建築體系，歡迎打拉市長和在座各

位一起到棗莊考察。

市外辦翻譯代表博雷頓科技有限公司推

介新能源電動車。

棗莊市政府副秘書長/市商務局長岳增波

作會議總結，岳增波指出，棗莊市和打拉市

可重點在雙向貿易、雙向投資、海外勞務和

承包工程、多領域可持續發展等四個方面開

展深度務實合作。

雙方都表示會後將盡快整理兩市優惠

政策、意向企業及需求產品名錄，棗莊市委

外辦及本會將持續跟進推動活動，以取得實

效。

此次合作交流會至中午12時準時結束，

雙方意猶未盡，約定將繼續跟進一些投資細

節及項目。

會後，打拉市政府準備了豐盛午餐招待

本會一行人，餐後，本會一行與市長合影留

念後返回馬尼拉。

其餘參會人員：

棗莊市能源局綜合執法支隊副支隊長楊

超

棗莊市委外辦外事管理科二級主任科員

楊娜

棗莊市委外辦外事翻譯中心翻譯王濛濛

棗莊市委外辦外事翻譯中心翻譯王淑敏

棗莊高校出席的人員：

棗莊科技職業學院建築工程學院院長王

光炎

棗莊科技職業學院建築工程學院副院長

張兆青

棗莊科技職業學院建築工程學院教務科

長姚洪文

棗莊科技職業學院建築工程學院教師種

道靜

棗莊職業學院李榮榮

參會山東企業家：

陳凡偉 （山東天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褚福揚 （山東紅三葉鋼結構工程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

趙月浩 （棗莊晟智跨境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總經理）

劉 華  （山東雄獅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

司經理）張 寧 （山東豐源輪胎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銷售副總經理）

朱敬博 （山東豐源輪胎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 外銷總監）

打拉市政府參會名單：

Maria Cristina C. Angeles市長

Joselito Castro - 市法律官員

Engr. Jesus Cawigan - 城市工程師

Eduardo Quintero -城市建築及環境規劃官

Mr. Edgardo Cullarin -  城市評估員

Ms. Maureen Clemente - 城市信息官

Ms. Cesarina Macuha - 城市採購官

 Dr. Lorina Ledesma - 商業許可證和執照

官

Michelle Rivera- 項目評估官

Mr. Jan Michael Manuel - 資訊科技部 主管

Ms. Jovi Reyes  - 秘書處

丹轆國立大學校長Dr. Arnold Velasco

菲律濱中華和平發展促進會/僑星志願者

服務團出席人員：

王永義 創會會長/團長

丹轆市榮譽市民 永亨紡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少煌 會長/團長

壯達超市食品連鎖、物業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恩典 執行副會長/常務副團長 

華泰鋼結構有限公司 總經理

邱澤獎 常務副會長/常務副團長 

菲律賓AAA環境服務和貿易公司 董事長

王育標 副會長/馬尼拉大隊長 

菲律賓 極好手機公司總經理

吳鯉楓 秘書長/財政主任 

菲律賓中富航空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萍渝秘書長 

菲律賓名立置業股份公司 董事總經理

蔡良潮 秘書長

陳緣緣副秘書長

友利菲律賓綜合服務及咨詢股份公司銷

售總經理  

李愛玲 

菲律賓 豪柏麗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

吳俊仁文體主任 

菲律賓 JashKevin 電子產品貿易公司 總

經理

李躍坤 

菲律賓A.O.T. 消費品貿易公司 總經理

李陽意

菲律賓威尼斯裝飾設計有限公司 董事總

經理

吳建鋒 丹轆隊大隊長 

建工貿易有限公司  魯宇建築機械貿易

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明泉 丹轆隊副隊長 

菲律賓 影響力鋼鐵有限公司 總經理

朱遠東 丹轆隊副隊長

菲律賓雅希斯連鎖超市集團 總裁

張仁強 丹轆隊秘書長 

菲律賓新希望有限公司 總經理

黃承龍 丹轆隊外交主任

菲律賓菲源建設有限公司 總經理

蔡尊紅 丹轆隊外交主任

菲律賓 J B RIVERA 摩托車配件貿易公

司 董事

肖武先 丹轆隊外交主任

遠航農牧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志仰 

菲律賓 JSDS 建築塗料公司 總經理

陳榮歸 

菲律賓帝豪建築材料供應有限公司 總經

理

吳偉東 

菲律賓 sw888金屬製造公司 總經理

王榮躍 黃金振動砂和混凝土骨料公司

林進 菲律賓華陽集團有限公司

李重樓 福德農場有限公司

林金戥 五聯興農場有限公司

陳育生 Green riverland farm inc sittio 

maligaya maliwalo tarlac city Philippines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