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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北京电 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5 日向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说，要认真落实侨务政

策，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

法权益。

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李

克强指出，过去五年，民族、宗

教、侨务等工作创新推进。支持

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取得长足进展。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国家现代

化建设中作出了独特贡献。

谈及未来，李克强就侨务工

作指出，要认真落实侨务政策，

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为他们在国家现代化建设

中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创

造更好条件，激励海内外中华儿

女同心奋斗、共创辉煌。

据中新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3月 3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中表示，2019 年全国政协要

广泛团结海外侨胞，维护侨胞合

法权益。

回顾 2018 年工作，汪洋表

示，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

心聚力。建立各党派参加政协工

作共同性事务的情况交流机制，

政协专委会同民主党派中央共

同承办协商议政活动、开展联合

调研。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的沟通联络，及时反映意见

诉求。创新开展少数民族界和宗

教界委员专题学习考察、界别协

商活动，召开界别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座谈会，围绕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普及、边疆群众生产生活、民族

地区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坚

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藏传

佛教人才培养等议政建言、凝聚

共识。

他提到，邀请海外侨胞代表

列席政协全体会议，围绕发挥海

外侨胞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中

的作用等调研建言。

此次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还提及，2019 年将进一步

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完善情况

通报、座谈交流、联合调研等制

度，积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创造条

件。拓展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交往渠道。全面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围绕做好新时代城市民族

工作、寺观教堂管理等开展调

研协商。

本报讯 3 月 7 日，厦门市副

市长韩景义会见土耳其共和国

驻华大使埃明·约南、土耳其驻

广州总领事博拉·克里莫奥卢一

行，双方就更好地推动厦门与土

耳其友好关系与交流合作进行

探讨。

埃明·约南大使一行此次访

厦是要出席第十九届中国厦门

国际石材展览会。厦门国际石材

展是中国在土耳其影响最大的

展会之一，设置了土耳其国家展

馆。

韩景义代表市政府对埃明·

约南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今年厦门国际石材展

的情况及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厦门与土耳其在经贸文化上

多有往来，与土耳其第三大城市

伊兹密尔市结为友城，厦大还与

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共建孔子

学院。韩景义说，在“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厦门与土耳其在经

贸、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合作

潜力巨大，希望两地能够在各领

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交流，

实现共同发展。

埃明·约南连称厦门特别美

丽、空气清新。他说，土耳其与厦

门两地历史渊源久远，如今更是

交流密切、合作频繁。未来希望能

加强与厦门企业合作，促进双向

投资共促产业发展；加强与厦门

的旅游合作，促进更多厦门游客

到土耳其观光；增设航线，促进两

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 （詹文）

本报讯（记者许银锑）3月 7

日, 厦门市副市长韩景义会见

了来厦出席第十九届中国厦门

国际石材展览会的伊朗驻广州

总领事希尔高拉米。

韩景义对总领事访厦表

示欢迎，并介绍了厦门国际石

材展的简况和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厦门是环境

优美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也

是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窗口。

厦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交

通便利，口岸优势突出，经济

开放度较高，目前已基本形成

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为主的产业结构，已成为境外

资本投资的重要聚集地。欢迎

总领事在厦期间多走走多看

看，期待在总领事的推动下，

两地能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

域进一步的交流合作，共谋发

展，合作共赢。

希尔高拉米表示，此行系

其第四次访厦，他对厦门的“高

素质”“高颜值”印象深刻。他说

中伊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伊朗

是厦门石材展的重要合作伙

伴，今年是伊朗连续第 11 年组

织代表团参加石材展，本届伊

朗组织了 25 家矿山企业参展。

希望今后两地能在除石材以外

的更多领域加强交流，进一步

推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加深合作。

厦门市外侨办主任李啸萍

陪同会见。

本报讯（通讯员厦外侨）2

月 28 日，厦门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专程到市外侨办向李啸萍主

任赠送锦旗，对市外侨办全力

保障该局专案组人员圆满完成

赴境外执行专项任务表示感

谢。该案是厦门有史以来第一

起在境外全程参与的案件，案

件的圆满处置得到了公安部的

高度肯定。

市公安局在递交任务报批

材料时，离启程时间不足 4

天。由于案情紧急，按照办领

导部署，出入境管理处按特急

件予以办理，从审批到颁证全

流程加急，确保了专案组如期

成行。治安支队政委表示，正是

由于外侨办提供了高效率、高

品质的出入境服务保障，专项

任务才得以圆满完成。

本报讯 服务国家战略，落

实国家倡议，2019 厦洽会暨

“一带一路”投资大会“9·8 时

间”亮相。3 月 5 日，2019 厦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一带

一路”投资大会第一次筹备工

作会议在昆明召开。组委会表

示，本届大会将于 9 月 8 日

-11 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本届国际投资论坛将全面

聚焦“一带一路”议题，大会还

将设立丝路国家贸易馆，搭建

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

共享的投资合作平台。

组委会称，本届大会将立

足投洽会（厦洽会）的办会基础

及资源优势，加大与联合国等

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举办“一带

一路”投资大会，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搭建高效的投

资合作平台。本届国际投资论

坛也将全面聚焦“一带一路”议

题，将大会打造成全面落实“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共识的具体

行动。同时，大会还拟举办海外

华商“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峰

会、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研讨

会、“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

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园区建

设发展论坛、“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十

几场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专

题论坛。

据介绍，今年厦洽会规划

设置投资主题馆、产业招商馆

和丝路国家贸易馆，约 6000 个

展位，展览面积约 13 万平方

米，目前招展顺利。其中，丝路

国家贸易馆将展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特色商品，鼓

励境内外电商企业、电商平台

企业参展，以贸易带动投资，以

产业推动合作。

深耕“一带一路”，投洽会

（厦洽会）组委会近年来先后推

动马来西亚、巴林、意大利、格

鲁吉亚等具有代表性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投洽会主

宾国，吸引 65 个沿线沿带国家

和地区参会。组委会围绕各国

经济特点、产业情况、资源优势

等设计一系列的“一带一路”相

关展谈会活动，成为每届投洽

会期间备受关注的焦点。去年

第 20 届投洽会专设的“海丝国

家馆”，吸引了 20 多个海丝沿

线国家参展参会，成为一大亮

点。

厦门市副市长韩景义出席

会议并致辞。 （张小燕）

市领导会见伊朗驻广州总领事

厦门市外侨办
全力保障公安赴境外执行专项工作

今年九八将举办
“一带一路”投资大会

深化厦门与土耳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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