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緒惠接任昆山台商協會會長

昆山台商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舉辦

第 13 屆會員大會暨會長交接典禮，現任李寬信

會長任期已滿，由昆山六豐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宗緒惠接任會長。另外，曾任 3 屆昆山

台協會長的李寬信卸任後轉為輔導會長；台嘉

玻璃纖維有限公司董事長林伯豐、南寶樹脂（中

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德聰、耀馬車業董事長

李邦欣擔任榮譽會長。

昆山是台商密集地區之一，素有「小台灣」

之稱，宗緒惠會長表示，上任後將跟著歷任會

長的腳步持續服務台商，作好台商與當地政府

溝通的橋梁，協助台商在昆山的發展。

昆山台協成立於 1998 年 10 月，至今已接

近 20 年，目前參加昆山市台協會的企業會員數

量，已從最初的 198 家，發展到 1,400 餘家，

是兩岸交流最密切與先行的地方之一。

陳雲志接任瀋陽台商協會會長

瀋陽台商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

舉行第 10 屆換屆慶典系列活動，現任蔡百彥會

長任期已滿，由瀋陽大千專用汽車有限公司董

事長陳雲志接任會長。

晚宴席間回顧了協會成立20多年來的點點

滴滴，協會自1995年成立以來，以「溝通當地

政府，服務台商」為宗旨，團結台商、整合資源，

積極發揮紐帶作用，為台商及眷屬排憂解難。陳

雲志會長表示，接下會長有一股新的使命感，未

來將更積極投入協會會務運作，強化協會各項功

能，協助台商在瀋陽的經營發展，同時協會也

聘請法律顧問，每周到協會提供台商法律諮詢。

2017 大陸台協會長座談會議　成都舉行

2017 大陸台協會長座談會於 12 月 26 至

28 日在成都錦江賓館舉行，台企聯幹部、各地

台協會會長及各地台辦人員等共 300 多人參加

活動。

26 日舉行歡迎晚宴，27 日進行會長座談會

及「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授牌儀式，28 日上

午台商就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進行座談，隨後

參訪德陽、眉山等地。

福州台商協會舉行成立 23周年慶

福州台商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福州

萬達威斯汀酒店舉辦成立 23 周年慶慶典活動，

兩岸台商團體、各地台協會代表等 700 多人參

加。							

活動當天下午，協會成立人才委員會，同

時舉辦台灣人才政策諮詢會，就台灣人才政策

措施、福利待遇等說明解答。福州台協陳奕廷

會長表示，近年來，隨著兩岸在經濟、文化、

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到福州就業的台灣人

越來越多，成立台協人才委員會旨在為來福州

投資、創業和就業的台灣人提供政策解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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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諮詢、培訓教育，同時也歡迎大家都能加入

台協這個大家庭。

福州台協成立於 1994 年，目前已有會員逾

400 家，涵蓋電子、汽車、精密儀器等 30 多個

行業；成立 23 年來，協會在與當地政府溝通、

與企業排憂解難，促進兩岸經貿交流、保障台

商及眷屬各項權益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得到

社會各界好評。

廈門台商協會舉行成立 25周年慶

廈門台商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3 日舉行成

立25周年慶，現場嘉賓雲集，近千人出席盛會。

當天慶典以具閩南特色的電音三太子表演拉開

序幕，接著廈門台協歷任會長則以「寄語視頻」

方式，回顧廈門台協 25 年發展壯大歷程。

吳家瑩表示，廈門台協正在籌建台企大資

料平台，推動企業由代工生產轉向品牌打造；

同時，協會還成立了轉型升級、產品行銷等專

業委員會，協助台資企業發展。

廈門台協會成立於 1992 年 12 月 20 日。歷

經 25 年發展，廈門台協會快速成長，僅 2017

年就新增 200 多家會員企業，目前會員企業總

數已達 900 家左右。

中山台商協會舉行成立 24周年慶

中山台商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舉行成

立 24 周年暨第 12 屆理監事就職慶典大會。現

任施育舒會長表示，24 年來台商協會秉承「聯

誼、溝通、服務」的宗旨，服務台商及眷屬、

回饋當地社會，未來更將同心協力和壯大台協，

搭建好台商與當地政府溝通聯繫平台，促進兩

地交流與發展。

截至目前，中山台資企業已逾千家，常住

中山的台商及其家屬超過 2 萬人，知名的台資

企業緯創資通、國碁電子、聯成化工等都在中

山投資。台資企業數和投資額均占全中山市外

資約 3 分之 1 強，是廣東省台商投資規模較大

的城市之一。

泉州台商協會舉行成立 22周年慶

泉州台商協會 2017 年 12 月 27 日舉行成立

22 周年慶暨第 8 屆第 3 次會議，楊榮輝會長表

示，泉州台商協會成立於 1995 年 12 月 27 日，

成立以來以服務泉州當地的台商及眷屬為首任，

同時積極促進會員之間的聯誼與交流，加強與

當地政府聯繫，維護台商會員的合法權益，未

來協會將繼續做好兩岸的橋樑。

截至目前泉州有1,400多家台資企業，投資

涉及食品、鞋業、機械、紡織、服裝、電線電纜、

工藝品、房地產、飲食、娛樂等產業。台協成

立於 1995 年，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現已有會

員單位400多家，在鯉城、豐澤、洛江、石獅、

晉江、南安、惠安及台商投資區都設立了聯誼

會，就地服務台商。

嘉善台商協會舉行成立 14周年慶

嘉善台商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在羅馬

天豪宴會中心舉行第 7 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成

立 14 周年慶典活動，由現任會長、友信機械董

事長朱啟禮連任協會第 7 屆會長。同日，協會

召開 6 屆 4 次會員大會，會議審議並通過了第 6

屆會務工作報告和財務收支情況報告。		

嘉善台商協會成立於 2003 年 11 月，現已

有會員近 200 家，已成為嘉善經濟領域中具影

響力的社團組織，得到當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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