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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企联首届篮球联赛圆满落幕 

 

经过 8 天 35 场的激烈角逐，泉州企联首届篮球联赛于 28 日

晚在侨乡体育馆落下帷幕。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阵容齐整的

晋江企联代表队展示出了过人的实力，以 119:95 战胜丰泽企联，

如愿从我会林伯前会长手中接过冠军奖杯，丰泽企联获得亚军。

在三四名决赛中，泉州企联 1 分险胜石狮企联，拿到了本次比赛

的季军，石狮企联排名第四。安溪企联通过加时赛战胜鲤城企联

夺得第五，鲤城企联位列第六。晋江企联代表队的赖金洋获评赛

事最佳球员。 

本次篮球联赛共有 16支代表队、192名运动员参加，从 9月

21日到 9月 28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小组赛阶段采用单循环赛

制，16 支球队被分为四个小组。A 组有洛江企联、泉港企联、安

溪企联和惠安企联，B 组为石狮企联、德化企联、鲤城企联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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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工信，C组是南安企联、泉州企联、台商区企联和丰泽企联，D

组为晋江企联、永春企联、市企联泉州开发区分会和泉州民政。

各小组的前两名进入淘汰赛阶段。经过三轮厮杀，安溪企联、惠

安企联、石狮企联、鲤城企联、泉州企联、丰泽企联、晋江企联

和市企联泉州开发区分会成功从各自小组突围，杀入淘汰赛。 

在随后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泉州企联、丰泽企联、晋江

企联和石狮企联分别战胜了惠安企联、安溪企联、鲤城企联和市

企联泉州开发区分会，携手再进一步。而在半决赛中，晋江企联

和丰泽企联又分别战胜泉州企联和石狮企联，拿到决赛的入场券。 

由于几名主力缺阵，丰泽企联并没能在巅峰对决中给夺冠大

热门晋江企联制造太多的麻烦，最终只能目送对手从市企联林伯

前会长手中接过冠军奖杯。相比之下，泉州企联对阵石狮企联和

安溪企联对阵鲤城企联的比赛，更为激烈也更具悬念。石狮企联

在第四节一度落后 10多分的情况下，凭借最后时刻连续的三分强

投命中，差点上演大逆转的好戏。安溪企联和鲤城企联更是战至

加时才分出胜负。 

整个比赛进程呈现出较高的水准，吸引了很多篮球爱好者和

热心观众。比赛气氛和谐热烈，展现了企联系统的良好风貌。全

体运动员团结协作，精神抖擞，奋力拼搏，遵守赛事规则，纪律

严明，服从裁判，以最佳的竞技状态投入比赛，赛出水平，赛出

风格，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展现出拼搏向上的风采。全体裁

判员恪守规定，公正裁决，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举办的企联篮球

联赛，本着“强身健体展风采，凝心聚力促发展”的理念，旨在



 — 3 — 

通过篮球赛，传播正能量，激发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展现并增

强企联系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同时，活跃企业文体生活，迎中

秋、庆国庆。本次篮球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赛事取得了圆满成

功。 

“事成于和睦 ，力生于团结”。本次篮球联赛的成功，得益于

全系统准备充分，组委会组织周密，篮球协会、侨乡体育馆和公

安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疫情防控和赛事安全工作做得到

位。也得益于各级领导充分重视，从丰泽区政府、体育局、工信

局、民政局到市、县（市、区）企联都投入了大量领导精力。 

比赛虽已结束，但在比赛中形成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仍

将助力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弘扬“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

精神，奋力拼搏，再创辉煌。这次赛事，进一步拉紧了市、县企

联之间、会员企业之间的联系纽带，希望各会员企业今后加强沟

通联系，在供应链、服务链上互为客户，抱团发展，做大做强企

业，为泉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21 位泉州企业家获评“第十八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 

 

9 月 29 日，经福建省委省政府授权，由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

联合会主办的第十八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暨省企联 2020

年会在福州召开。我会吴俊民执行副会长出席会议。 

本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共表彰了 134 位，其中

21 位泉州企业家榜上有名。此次评选出来的一百多位企业家，是

一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致力于创新创业创造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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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企业家，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他

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充满爱国情怀，尽显责任担当，

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注入了新内涵。 

“第十八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入选名单，经过各设区市企

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省直有关部门、省级主要行业协会、商会等

机构推荐，由省直十三个部门、单位领导组成的省优秀企业家评

选委员会进行两轮评审，并征求了法院、应急管理、生态环境、

总工会、人民银行等有关机构意见产生。 

 

我市 21 位获评“第十八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卿泳 梅花（晋江）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计红日 晋江市红日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  锜 石狮市大帝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刘征敏 福建省金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梅萱 福建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许清水 泉州泉商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志芳 福建省晋江豪山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清泉 福建省泉州美岭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志雄 南威软件集团党委第一书记、董事长 

邱志祥 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连枝 福建省惠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清海 泉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张澍楠 福建省领秀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金聪 闽消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总裁 

林向前 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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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荣华 七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振聪 福建省东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永远 晋江市远祥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金星 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龚信嘉 福建钜闽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金钗 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总裁 

 

泉州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晋江活动小组率先成立 

 

9月 29日上午，泉州市企联晋江活动小组在福建晋工机械有

限公司率先挂牌成立并召开座谈会。泉州市企联会长林伯前，执

行副会长呂炜民、郑玉宝、蒋文博、黄国庆、邱军炼，晋江市企

联方玉銮会长，朱海南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晋江工信局林永红

局长、总工会颜劲松副主席、民政局张连侨副局长、人社局叶永

忠主任科员及泉州企联晋江籍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理事及会员单位企业负责人近 50人出席参加了会议。泉州市企联

林伯前会长、晋江市企联方玉銮会长为活动小组揭牌。会议由泉

州市企联蒋文博执行副会长主持。 

林伯前会长在座谈会上指出，泉州市企联积极推动成立县

（市、区）活动小组的初衷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努力寻找新

的切入点、寻找新的活动载体，努力解决一些社团组织普遍存在

活动少，不少会员一届就参加一次换届大会的不足；另一方面是

努力把泉州市企联的服务下沉，通过活动小组的活动，让泉州市

企联的所有会员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能更好地互动交流。 

就活动小组日后工作的开展，林会长提了两点意见：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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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小组的活动要依法依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企联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每次活动

都要明确一个主题，争取每季度都要开展一次以上的活动，努力

创新活动形式，让大家乐于参加。二是，会员要以主人翁的意识

主动参与，积极建言献策，把活动小组打造成一个学习、交流、

合作的平台，多交流、多互动，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在供应链

上、服务链上，互相帮助、互为客户，抱团发展、创新发展。在

学习上、生活上等方面互相关心和帮助，大手拉小手，互惠互利。 

林会长希望，泉州市企联与县（市、区）企联舞台共建、资

源共用，效益共享，增强市、县企联的凝聚力、号召力，更好地

发挥企联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晋江活动小组组长晋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柯金鐤在会上作

了表态发言。他表示，要与三位副组长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充

分发挥小组职能，结合晋江籍会员单位实际，创造性开展各项工

作。不定期组织深入走访调研会员企业，听取、收集和反馈会员

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定期组织小组成员活动，开展惠企政策宣传，

专题讲座，参观学习，促进会员企业之间经常性互动交流，实现

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共赢发展。 

与会的企业家纷纷表示，泉州市企联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真心为会员服务，设立活动小组是一个创新举措，他们将主动参

与活动小组的各项活动，加强沟通联系，促进更好的合作发展，

做大做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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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前会长一行到丰泽区法务产业园调研 

 

9月 9日，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林伯前率市企业与企业

家联合会调研组一行莅临丰泽区法务综合产业园调研。 

调研组一行考察了法务产业园法治体验中心、模拟法庭、24

小时智慧公共法律服务站、泉秀派出所智能联合调解中心及产业

园入驻企业，并与丰泽区司法局局长李黎萌、丰泽区泉秀街道办

主任白志雄、福建海西广告文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党支部书记卢海

清、泉州市公司法务研究会会长李维真、法务综合产业园执行总

裁苏炳强及产业园部分入驻企业负责人座谈，详细了解法务产业

园建设、招商、运营情况以及入驻企业业态。 

在实地考察和听取介绍后，林伯前会长对法务产业园以推进

法务产业化建设为目标，以服务基层小微企业为重点，致力打造

丰泽区法治服务新地标的定位表示肯定和赞赏，并提出指导意见。 

林会长说，法务产业园的建设是应社会发展之需，应居民群

众生产生活之需，应丰泽区创普法五连冠之需，是一项富有影响

力的创新举措，考察后令人耳目一新。法务产业园诞生在丰泽区，

有比较扎实的法律服务积淀和法律服务支撑。他希望，法务产业

园的建设运营要努力做到守住入驻企业门槛，坚守法律宣传服务

的主要经营特色，加强入驻企业辅导，持续强化社会宣传，努力

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他表示，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乐于为法

务产业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吴俊民、郑玉宝、庄鸿卿，

丰泽区副区长曾国家，丰泽区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蔡立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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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调研。 

 

我会新聘任三名法律顾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高级法院、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关

于建立人民法院和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增

强我会法律服务力量，更好地在法律层面上对会员企业、会员提

供法律支持、帮助及维权服务，9月 18 日，我会新聘任三名法律

顾问，分别是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三级高级法官李金凤，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民事二庭副庭长、副处级审判员张庭芬，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机关党委会副书记、副处级审判员吴丽箐，受

聘仪式在市企联会议室举行。截止目前，市企联法律顾问团共有

六位资深法律工作者和六家律师事务所。市企联林伯前会长、吴

群德执行会长和吴俊民、蒋文博、邱军炼三位执行副会长出席会

议。会议由吴俊民执行副会长主持。 

聘任仪式上，吴俊民执行副会长宣读了市企联《关于聘任李

金凤、张庭芬、吴丽箐为泉州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法律顾问的

决定》，而后林伯前会长逐个为受聘的资深法律工作者颁发了法律

顾问聘任书。 

随后，进行了座谈交流。法律顾问们表示，市企联聘请专业

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组成法律服务团队，是全心全意为会

员服务之举，很有意义。同时，为自己能受聘成为法律顾问团成

员感到荣幸，将珍惜这个身份，进一步提高为企业服务的技能，

认真履职。 



 — 9 — 

吴群德执行会长向三位法律顾问表示欢迎，对他们的专业、

敬业和奉献精神表示敬意。吴执行会长还介绍了企联工作职责，

也对企联法律服务工作提出了期许。 

林会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市企联聘请资深法律工作者作为

法律顾问，是企业发展之需，是维护社会稳定之需，是市企联充

分履职之需，对于提升企联的法律服务工作水平，增强企联的吸

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企联是联系企业和党

委政府的桥梁纽带，要积极延伸服务领域，拓展服务广度和深度，

提高服务层次。市企联也一直在努力践行“有话到企联说，有难

找企联帮”的旦旦诺言。 

 

2020 年泉州第三产业银企对接活动顺利举办 

 

9月 24日，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六稳”“六保”的

部署要求，加强政银企对接合作，促进第三产业千家重点扶持企

业增产增效，推动泉州第三产业恢复和加快发展，由我会与市发

改委、市金融监管局联合主办的“2020 年泉州第三产业银企对接

活动”在泉州酒店顺利举办，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小宝、市金融监

管局黄培群副局长、我会庄鸿卿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市第三产

业各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县（市、区）发改部门领导，驻泉金融机

构领导及相关负责人、签约项目代表、有融资需求的第三产业企

业代表等人参加。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现场开展集中签约活动，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浦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 4 家银行与晋江市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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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泉州市东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福建

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陆地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汇诚集团有限公司、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6 家第三产

业企业进行现场签约，融资授信合作意向 15亿多元。 

签约结束，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 6 家银行分别上台推介金

融产品业务。参会银行机构设置展位与有融资意向的到场企业“1

对 1”洽谈、面对面互动交流，真正打通信贷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

对接的“最后一公里”，积极帮助解决我市第三产业企业合理融资

需求，为企业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政府搭台、银会企合作是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市企联也将以此次银企对接活动作为新起点，进一步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交流、沟通，帮助企业用好各类助企政策和服务，

助力企业做优做强，为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 

 

9月 25 日上午，台商投资区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第二届会员

大会暨企联第二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就职典礼仪式在台商投资区会

务中心二楼举行。我会吴群德执行会长，吴俊民、蒋文博、黄国

庆、邱军炼四位执行副会长到会祝贺。会议由台商区企联第二届

理事会新当选的常务副会长吴太育主持。台商区四级调研员张杰

雄为台商区企联新当选的黄达平会长颁发牌匾。会上，还进行了

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泉州银行台商区支行向台商区企联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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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授牌仪式。 

吴群德执行会长代表市企联向台商区企联新当选的第二届理

事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区管委会、区党工委对企联工作高度重

视和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企联是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

纽带，台商区企联的领导班子都是企业家，更懂得企业家的酸甜

苦辣，更愿意为企业与企业家服务，更愿意和党委政府沟通互动，

相信台商区企联在年富力强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会务工作会越来越

红火。他说，台商区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是希望之地、发展之

地，将会成为很多成功企业的摇篮和基地。他相信在区管委会、

区党工委的领导下和广大企业的努力下，台商投资区一定会发展

得更快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