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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袁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六届一
次会员大会暨执委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就职典

礼在石狮明昇铂尓曼酒店举行遥莅临大会的领
导有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孟凡波尧福建
省工商联副主席陈建强尧中国拉链协会领导黄
松桂尧黄诗华尧洪建设尧邵达君尧王智吾袁石狮市
领导林天虎尧张永安遥本会创会会长施能辉曰名
誉会长施能坑尧 洪清凉等应邀出席本次会议遥
全国各兄弟协会也应邀到会祝贺遥
会议分别由六届常务副会长蔡良贤先生

和六届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施东艺先生主

持遥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袁 五届会长许书户先
生宣布大会开始遥
省工商联陈建强副主席分别代表省工商

联尧省民政厅宣读同意本会换届的批复遥他在
宣布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第六届执委尧 监事
会选举结果后的袁还代表省工商联党委尧省工
商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浴 他对福
建省拉链同业商会三年来的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袁他说院野三年来袁省拉链同业商会结合行业
特色袁 适应新常态主动作为袁 牢牢把握促进
野两个健康冶工作主题袁弘扬野工匠精神冶服务

会员转型升级袁深入开展以野守法诚信尧坚定
信心冶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袁带头
参与精准扶贫行动袁以商会党建促进会建袁充
分体现了作为工商联所属商会统战性尧 经济
性尧民间性有机统一的基本特征袁树立了工商
联所属商会良好形象遥 在 2013-2014年度福
建省社会组织评估评级中袁 商会荣获福建省
4A级社会组织遥这些充分证明了福建省拉链
同业商会几年来辛勤耕取得可喜成绩袁 也全
面展示了商会领导班子和广大会员奋发有为

的精神风貌遥 对此袁 我们感到由衷高兴和自
豪遥冶他要求商会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要院野继承
发扬优良传统袁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4日重要讲话精神中带头学习尧带头宣讲袁
做守法诚信尧坚定信心袁创新发展的表率袁创
造性地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袁引
导会员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尧坚定发展信心袁
进一步增强商会服务意识袁提高服务能力袁通
过产业抱团尧技术合作创新尧走出去等方式打
造商会经济圈袁 促进我省拉链产业整体提质
增效升级遥 要以实际行动践行野亲清冶新型政
商关系袁充分发挥商会党支部政治引领作用袁

坚定信心 共赢未来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六届一次会员大会举行

蔡清荣当选执委会会长曰施东艺当选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 曰施明取当选监事会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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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先富带后富尧 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责
任袁 积极投身精准扶贫行动等光彩事业和公
益慈善事业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袁引导会员争
做野爱国敬业尧守法经营尧创业创新尧回报社
会冶的典范袁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遥 冶
会议听取和审议许书户会长所作 野坚定

信心 共赢未来冶的五届工作报告遥 该报告对
五届执委会三年以来的成绩做了比较客观的

总结袁商会全体会员抱团发展袁加快行业转型
升级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袁调整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袁积极推进生产
自动化和精益高效制造袁 进一步提升了企业
核心竞争力遥以创新为主导袁实施拉链品牌战
略袁加大企业研发投入袁把引进人才尧集聚智
能作为新重点袁利用数据化和野互联网+冶进
行企业管理袁最大限度向管理要效益遥同时开
展诚信经营活动袁创办银企合作社袁助力行业
发展袁大部分会员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袁取得
了稳步发展曰 报告中还清醒的认识到本会和
本行业的不足袁 如自动化程度有待提高和投
入袁 创新的程度与其他行业的发展来比还做
得不够袁 期待新的一届执委会能引领拉链行
业的全体同仁有更新和更好的发展遥 大会用
热烈的掌声袁通过了许书户会长的工作报告遥
大会听取和审议通过了 野福建省拉链同业商
会五届财务收支报告冶曰通过了野福建省拉链
同业商会章程渊草案冤的修改冶报告曰大会还以
无记名的投票表决方式袁通过了野福建省拉链
同业商会财务管理和会费收缴标准冶遥在选举
环节袁全体通过了野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第六
届执委尧监事会选举办法渊草案冤冶袁并对推荐
的第六届执委会候选人名单袁进行表决袁获的
通过遥经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袁蔡清荣先生
为第六届执委会会长曰 施明取先生蝉联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长曰 施东艺先生荣任第六届执
委会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曰 大会还选举了蔡
良贤等 10位常务副会长尧 蔡景明等 16位副
会长袁还选举了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执尧监会
其余职员的当选人选遥 第六届执委会为了感

谢长期关心和支持商会工作的几位老领导袁
决定授予施能辉永远名誉会长曰施能坑尧洪清
凉尧洪建设尧施华民四位荣誉会长曰授予许书
户尧蔡良贤尧洪清科尧施志坚 4位名誉会长的
荣誉称号遥为更好的开展新一届会务工作袁大
会还敦聘泉州民生银行晋南支行尧 北京盈科
渊厦门冤律师事务所尧石狮市恒丰财务咨询有
限公司曰漳浦县绥安中学为顾问单位遥
参加会议的领导还分别为本届当选的常

务副会长以上的主要负责人颁发任职证牌遥
新当选的会长蔡清荣先生在发表就职致

辞时袁 对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表示衷心的
感谢浴他说院野当选为六届会长袁不仅是一种荣
誉袁更是一种责任遥他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要脚踏实地服务会员袁 引领全体会员接受各
种挑战袁发挥商会的桥梁作用袁拓展商会服务
平台袁弘扬野中国拉链之都冶的荣誉袁使福建省
拉链同业商会袁成为会员满意袁社会满意尧领
导放心的优秀省级商会遥 冶
到会的中国拉链协会常务副会长洪建设

先生在致辞中对本次的换届表示祝贺和重

视袁他对野中国拉链之都冶落户福建袁给予高度
的的赞许袁 并感谢福建地方政府及拉链界的
同仁袁为家乡拉链事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袁
他期望福建拉链界的同仁再接再励袁 再创新
的辉煌浴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孟凡波先生袁

对换届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袁他分
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袁特别是辅助材料行
业的现状袁及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袁指出企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性袁 他强调发扬 野工匠精神冶和
野中国智造冶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作为拉链行
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遥他希望福建的拉链人要
弘扬吃苦耐劳袁敢拼敢赢袁先行先试袁为名符其
实的野中国拉链之都冶再作新的贡献遥
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袁圆满结束遥这次

会议将对我会今后三年工作起着一定推动作

用遥
渊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 秘书处冤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aiXi LaLian

HaiXi LaLian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袁企业家朋友们院
大家好浴
今天袁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在这里召开

第六届一次会员大会袁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商
会领导班子遥 在此袁受福建省工商联主席王
光远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尧省工商联党组书
记王玲的委托袁我谨代表福建省工商联(总商
会)向大会的召开袁向新当选的以蔡清荣为会
长的新一届商会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 向
与会的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尧企业家朋友们
致以诚挚问候!

三年来袁 省拉链同业商会结合行业特
色袁适应新常态主动作为袁牢牢把握促进野两
个健康冶工作主题袁弘扬野工匠精神冶服务会
员转型升级袁深入开展以野守法诚信尧坚定信
心冶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袁带头
参与精准扶贫行动袁 以商会党建促进会建袁
充分体现了作为工商联所属商会统战性尧经
济性尧民间性有机统一的基本特征袁树立了
工商联所属商会良好形象遥 在 2013-2014年
度福建省社会组织评估评级中袁商会荣获福
建省 4A级社会组织遥 这些充分证明了福建

省拉链同业商会几年来辛勤耕取得可喜成

绩袁 也全面展示了商会领导班子和广大会员
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遥 对此袁我们感到由衷
高兴和自豪遥
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民营企业信心不

足袁动力缺乏袁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出现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遥 特别是今年以来袁民间投资虽
然结构不断优化袁但增速也在明显放缓遥 商
会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我学习尧自我教育尧
自我提升的实践舞台袁在新形势下更要重视
发挥商会的作用遥 在此袁我衷心希望新一届
商会领导班子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袁在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 3月 4日重要讲话精神中带
头学习尧带头宣讲袁做守法诚信尧坚定信心袁创
新发展的表率袁创造性地深入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实践活动袁引导会员企业践行新发展理
念尧坚定发展信心袁进一步增强商会服务意
识袁提高服务能力袁通过产业抱团尧技术合作
创新尧走出去等方式打造商会经济圈袁促进
我省拉链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升级遥 要以实际
行动践行野亲清冶新型政商关系袁充分发挥商
会党支部政治引领作用袁 肩负起先富带后
富尧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责任袁积极投身精准
扶贫行动等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袁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袁引导会员争做野爱国敬业尧守
法经营尧创业创新尧回报社会冶的典范袁做合格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遥 最后袁祝
大会圆满成功! 祝商会会务昌盛! 祝各位领
导尧各位来宾尧各位朋友袁身体健康尧事业兴
旺尧万事如意!

在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
第六届一次会员大会上的致辞

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尧副主席陈建强
2016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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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五金协会副

理事长孟凡波先生院
尊敬的福建省工商联副

主席陈建强先生院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来宾院
福建拉链界的朋友们袁
下午好!
今天袁 我很高兴来

参加福建省拉链同业商

会六届一次会员大会袁
在此我谨代表中国

五金制品协会拉链分会

向大会成功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袁 并预祝大
会取得圆满成功遥 同时
业祝贺蔡清荣先生当选

为新一届会长袁 施东艺
先生当选为新一届秘书

长袁 祝贺各位新当选的
执委尧监事遥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在历届会长和执尧
监会的领导下袁在全体会员的积极支持和参
与下袁经过五届十五年的努力袁会员队伍得到
不断的发展和扩大袁行业活动频繁袁在国内
外尧业内外影响力不断增加袁在同业中形成了
很大的凝聚力遥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野中国
拉链之都冶落户福建袁一大批具有一定规模的
拉链先进企业脱颖而出袁形成了许多省级和
市级名牌产品袁福建成为中国拉链产业最重
要的生产基地袁福建拉链商会和企业所取得
的成绩令国内同行瞩目和敬佩袁福建拉链商
会也是中国拉链行业中公认最有活力袁最优
秀的协会之一遥
今天袁福建拉链商会换届了袁我觉得这次

换届意义十分重大遥 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第野十三五冶规划的开局之年袁在
未来的五年里袁 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
人民生活水平将得到更大的提高袁中央提出
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的五大理念袁

为我们产业进入新常态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袁
建立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袁 这对推动我们全
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袁积极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袁我们行业正面临着新
的转折和挑战袁 对新一届福建拉链商会同样
也是一场新的严峻考验遥
改革开放初期袁 福建沿海是中国拉链产

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
民营拉链企业袁如浔兴集团尧福兴集团袁为中
国拉链产业快速发展袁奠宝了产业基础遥 多
年来袁 福建省拉链也一直走在全国拉链行业
的前列袁带动了中国拉链产业的发展袁对中国
成为世界最大拉链生产和出口大国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遥
同志们袁朋友们袁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

整袁特别是我国拉链产业与国际市场接轨袁资
源配置尧市场整合尧品牌竞争尧技术创新等袁中
国拉链行业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发

展阶段袁 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拉链行业要创新
活动内容袁树立新的任务和新的使命遥 在这
个时期袁新一届拉链商会将面临更多尧更复杂
的经济形势袁更加坚巨的工作和挑战袁任重而
道远遥 我衷心的期望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在
新一届会长和执尧监事会的领导下袁不辜负大
家的希望袁再创历史新的辉煌遥
福建老家拉链界的同仁们袁 我们团结一

致袁共同努力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袁将
福建拉链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

的拉链生产和销售基地袁 将我们的企业办成
全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袁为地方经济的繁荣
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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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
第六届一次会员大会上的致辞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第六届执委会会长蔡清荣

尊敬的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尧商会朋友们院
大家下午好浴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在福建省工商联

党委的领导下袁在省工商联尧民政厅以及各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袁在众多商会同仁们
的共同努力下袁商会的换届工作已经按照议
程圆满地完成了遥

承蒙领导们的信任以及全体会员企业

的厚爱袁选举我担任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第
六届会长袁为此袁我深感荣幸袁同时也感到
责任重大浴 在这欢聚一堂的盛会之际袁请允
许我对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本次会议的

各位领导尧各位来宾袁以及全体会员们表示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浴

大家选举我来担任本届会长袁 我的心情
非常感恩袁但是我也深知任重而道远遥在表示
对领导和大家感谢的同时袁我体会到是压力袁
更是责任浴尽管如此袁我对做好新一届商会的
工作依然充满信心, 我将不遗余力地为商会
尽职尽责袁 鞠躬尽瘁地为广大的会员企业做
好服务遥

野拉近距离袁链接未来冶商会是我们全体
会员的家袁 她与会员企业的发展同兴旺尧共
荣辱遥 企业兴袁则商会兴曰商会兴袁则企业

强遥因此袁我们更要有清晰的头脑袁紧密
团结商会的全体会员袁把商会建设成更
加和谐民主袁阳光向上的会员之家遥 我
们要强化社团的创新意识袁直面社团改
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袁 勇于接受挑战袁
适应创新时代的形势袁 在转型中蜕变遥
我们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袁创新服务范
围袁为会员企业多办实事袁多办好事遥严
格执行商会章程的有关规定袁稳步实施
野商会工作部门管理办法冶的改革方案袁
将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发展成优秀的

省级行业商会曰我们要充分发挥商会的野桥
梁冶和野纽带冶作用袁加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
联系袁 争取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和扶持袁响
应政府野一带一路冶的大政方针袁带领企业
走向世界曰 我们要发挥商会的职能作用袁拓
展商会的信息平台袁强化网络建设袁多组织
会员开展学习与培训袁协同会员企业取得文
化建设和企业发展的双赢遥

野中国拉链之都冶的荣誉袁是我们全体福
建拉链人的骄傲袁 是在座各位共同努力的结
果遥 但是袁荣誉只能代表过去袁在接着下来的
日子里袁我们更要整合会员之间的资源优势袁
为福建拉链行业的做大做强袁 为提升福建拉
链的品牌效应袁为新一轮中国经济的腾飞袁脚
踏实地袁谋求行业转型升级的好局面袁以实际
行动回报社会袁让大家认可袁让社会满意遥
商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主管部门的正确

领导袁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呵护袁离不开全体
会员的信任与合作遥我们要精诚团结袁坚定信
心袁为了福建拉链事业的共同发展袁让我们携
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未来浴
最后袁祝各位领导袁各位来宾袁全体会员袁

大展宏图袁事业有成浴 身体健康浴 万事如意浴
谢谢大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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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长、常务副会长蔡良贤主持大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施东艺主持大会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孟凡波致辞 常务副会长洪清江作五届财务报告

常务副会长施维听作会费调整说明 副监事长施文得宣读选举办法

五届会长与六届会长交接印信 会长蔡清荣代表六届执委会向五届会长许书户
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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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全体执、监事就职宣誓

石狮市副市长张永安向六届监事长施明取授牌 六届常务副会长授牌合影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孟凡波向六届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施东艺授牌

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强
向六届执委会会长蔡清荣授牌

六届执委会会长蔡清荣、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施东艺向永远名誉会长施能辉授牌

六届执委会会长蔡清荣向荣誉会长洪清凉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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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六届执委会
授予院施能辉 永远荣誉会长

授予院施能坑尧洪清凉尧洪建设尧施华民 荣誉会长

授予院许书户尧蔡良贤尧洪清科尧施志坚 名誉会长

敦聘顾问单位院 民生银行晋南支行

北京盈科渊厦门冤律师事务所
石狮市恒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漳浦县绥安中学渊校长庄华杰冤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六届执、监委芳名
渊排名不分先后冤

姓 名 单 位 名 称 当 选 职 务

蔡清荣 福建闽兴铜业有限公司 会 长

施东艺 晋江信鑫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蔡良贤 泉州金威拉链制品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洪清江 福建新宇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魏志聪 泉州明益轻工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施议章 晋江溢泰织造机械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施维听 福兴渊中国冤集团 常务副会长

许海瑞 晋江群兴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郭为立 福建省澳龙树脂化工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施性贻 晋江仕泰兰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黄渊涯 石狮华联服饰配件企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会长

施明取 福建浔兴集团 监事长

施文得 晋江市恒泽拉链有限公司 副监事长

吴朝红 北京盈科渊厦门冤律师事务所 副监事长

洪祖传 晋江红日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阮家钦 泉州昇文服饰有限公司 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周仪扬 福建省拉链同业商会 专职副秘书长

施海云 晋江市优特防水拉链 副秘书长

洪祖艺 晋江银英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副会长

洪世泽 晋江东龙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副会长

吴远香 晋江宏星五金拉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施迎春 晋江市宝利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副会长

施伟力 晋江信力拉链有限公司 副会长

蔡景明 亨利拉链有限公司 副会长

吴国良 厦门东宏机械有限公司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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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名 称 当 选 职 务

林平凡 福建省箱包原辅材料行业协会 副会长

杨其建 展鸿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副会长

许书滑 晋江市银兴拉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副会长

张贻纳 厦门聚佳拉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施宗兴 福建辅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

施维谋 晋江龙湖恒利拉链厂 副会长

施明雄 晋江瑞泰拉链制造有限公司 副会长

许晓峰 石狮市恒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会 监事

庄华杰 漳浦县绥安中学 监事会 监事

留奕尖 福建华龙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施养猛 晋江市顺发拉链厂 常务执委

施性照 晋江天益机械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陈育成 晋江乘发拉链机械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蔡自然 宏然渊福建冤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林荣志 厦门市煜博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洪文将 晋江市宏源五金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张岳恩 温州宏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陈志彻 晋江恒远拉链厂 常务执委

李云进 晋江中全精密拉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蔡天得 晋江天晟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王芳伟 晋江恒冠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卢志恒 泉州市丰泽华胜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吴金锭 晋江盈利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王志勇 晋江名宝拉链制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王伟志 晋江新益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吴鸿慰 晋江恒发五金压铸拉链厂 常务执委

曾金体 福建省佰铭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李镜昌 盈兴拉链机械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杨旭林 泉州旭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洪朝亮 晋江玉龙翔纺织制品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吴文连 晋江市宗兴五金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施纯堆 晋江市华力五金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洪永钦 兴发拉链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施远祝 晋江市百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许振鑫 晋江市兴逊拉链厂 常务执委

洪小利 晋江市鸿兴拉链公司 常务执委

施保驾 晋江市德辉拉链线业 常务执委

王 凡 福建省凡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许木楮 泉州市凯森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李友管 泉州名气织造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洪金顶 厦门永宝利电镀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洪建华 晋江市龙华拉链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许荣批 晋江金圣拉链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执委

王志明 晋江市名宝拉链制造有限公司 执 委

洪春冬 晋江四季红拉链制品有限公司 执 委

施向群 鼎兴漂染织造常务 执 委

庄文用 晋江市超威特五金注塑公司 执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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