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

期

陈嘉庚长孙陈立人
捐赠近百件侨史文物 2 版

2019 年第 12 期
2019 年 4 月 5 日 本期 8 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 CN-35（Q）第 0003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厦广 2010003

厦门市侨资企业协会
庆两周岁生日 4 版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2019 年菲律宾华裔学生
学中文夏令营 8 版
在华侨大学开营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社长 / 总编：
林希 责编：
许银锑 美编：
蔡晓伟

共话
“汇聚侨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讯 据中央统战部网站
消息 3 月 29 日上午，29 位华商
领袖与华人智库专家聚首海南博
鳌，
参加于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
年会期间举办的华商领袖与华人
智库圆桌会，共同探讨华商及华
侨华人群体如何在世界面临深刻
变革背景下，积极参与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主任许又声出席。

本次圆桌会主题设定为“共 海鸣等参会嘉宾分别围绕“华侨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华侨华人的 华人与开放创新的中国”
“发挥华
参与和机遇”
。北京大学教授王逸 侨华人优势，推动优秀中华文化
舟、
厦门大学教授李明欢、美国西 ‘走出去’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跨
”
方学院终身教授尹晓煌、国家民 国人才流动”
“ 海南自贸区建设：
族画院院长王林旭、全球化智库 华商参与中国发展的新机遇”4
（CCG）理事长王辉耀、爱尔兰皇 个分议题，进行主题发言、交流研
家科学院院士孙大文、世茂集团 讨，共话华侨华人在共建人类命
董事局主席许荣茂、上海豪都房 运共同体中的独特作用和广阔前
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屠 景。本届圆桌会由上海市政府参

事、同济大学蔡建国教授担纲主
持。
许又声最后作总结讲话。他
指出，广大华侨华人身处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大潮中的前沿，兼
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应把握
时代大势，积极参与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他鼓励广大华侨华人
更加积极主动宣介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更加广泛深入参与“一带

一路”
建设；
更加自觉地传承和践
行中华文化。
圆桌会开始前，侨商领袖代
表，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
国民和侨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泽荣分别做开场致辞。会议嘉
宾在海南期间，还出席了 28 日上
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
年会开幕式，并参与论坛及海南
方面举办的有关活动等。

让台胞真正感受到惠台政策实惠
本报讯 3 月 29 日，第六届世
界闽商大会协调会在福州召开，研
究大会筹备方案，部署下阶段工
作。省委常委、
统战部长邢善萍，
副
省长郑新聪出席会议。
邢善萍指出，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闽商大会筹备工作，目前
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办好第六届
世界闽商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有利于进
一步凝聚海内外闽商力量，激发

创新创业创造动能，助力新时代
新福建建设；进一步畅通两岸经
贸合作渠道，加快建设台胞台企
登陆的第一家园；进一步弘扬闽
商精神，营造亲商爱商重商的浓
厚氛围。她强调，组委会各小组要
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精心谋划、精
细运作，力争出成效、出精品；要
树立一流意识、坚持一流标准，守
好责任田、站好服务岗，将本届闽
商大会办成更具特色、更有实效
的盛会；要抓好责任落实，挂图作

战，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确保第
六届闽商大会圆满成功。
郑新聪表示，世界闽商大会已
成为树立闽商形象、振奋闽商精
神、共谋福建发展的极具优势和特
色的重要平台。当前时间紧迫、任
务艰巨，大家要高度重视，提前联
系对接，更好地凝聚闽商力量；要
精心组织，充分发挥福建异地商会
桥梁作用，建立完善对接长效机
制；要突出预先洽谈，以会前努力
提高会上实效，切实做好民企洽谈
会工作。
（林宇熙)

华侨大学陈延奎大楼落成启用

致公党界别政协委员与在厦台商
座谈惠台政策落实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蔡滢）
3 月 29 日上午，致公党界别
政协委员在致公党厦门市
委专职副主委、界别召集人
郑幸红的带领下，前往厦门
市台商协会，参加市政协组
织的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
围绕“落实惠台政策，实施
融合发展”主题与部分在厦
台商座谈。厦门市政协副主
席江曙霞，市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胡政兴
等领导参加座谈，市台商协
会会长吴家莹等在厦台商
与委员们进行了深入坦诚
的交流。
致 公党 界 别 政 协 委 员
以及致公党厦门市委教育
文化委员会部分委员与台
商围绕“厦台社会文化合作
交流”议题，开展分组座谈
讨论，
郑幸红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与会台商踊
跃发言，一致认为习总书记
一直以来关心关怀台胞台商
台企，中央及省市各级惠台
政策让广大台胞受益受惠，
台胞们深受感动深表感谢。
针对目前政策落实存在问
题，厦门市台商协会常务副

会长、福祥礼服有限公司董
事长蔡金山表示，惠台政策
大部分都落实落地，希望政
府能够制定更宽更广的惠台
政策，让广大台胞能够更多
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台
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永松，厦门市台商投资企
业协会常务理事、扬铭健康
休闲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书
铭，牧羊文化传媒监事林建
铧等台商，也分别围绕台湾青
年创业孵化、惠台政策办事
指南、惠台政策实施细则落
地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座谈交流中，郑幸红认
真倾听了台商的发言，深入
了解当前台胞台商台企在
厦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摸
清厦台社会文化合作交流
中存在的难点与盲点，并结
合当前政府中心工作，对台
商提出的部分问题做好解
释与沟通，希望通过台商更
积极地宣传惠台措施，让更
多的台湾同胞知晓掌握政
策，用好用活政策，促进两
岸融合发展，共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8 年度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 66.21 万人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江辉）4 月 1
日，由菲律宾华商领袖陈永栽先生捐
资 5 千万元建设的
“陈延奎大楼”
在华
侨大学厦门校区正式落成启用。
陈延奎大楼是集培训教室、学
生宿舍、学生餐厅等为一体的华文
教育综合大楼，总建筑面积约为
367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500 名
华裔青少年学生学习和生活。大楼
以陈永栽父亲陈延奎之名命名。
陈永栽、
邱秀敏伉俪，
福建省委常
委、
统战部部长邢善萍，
中央统战部侨
务事务局局长许玉明，福建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
省侨办主任冯志农，
厦门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
秀珍，
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华侨
大学党委书记关一凡、校长徐西鹏
等为大楼落成启用揭幕。
许玉明在致辞中指出，陈延奎
大楼的落成将进一步改善华侨大
学的办学条件，为海外华裔青少年
回祖籍国学习中文创造更舒适的
环境，也将激励华侨大学为新时代
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而矢志奋斗。
他希望华侨大学广大师生要珍惜
侨捐恩泽，弘扬陈永栽先生兴学助

教的崇高精神，凝心聚力建设“侨
校 + 名校”
，努力擦亮侨校金字招
牌，进一步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
“我虽长居海外，但自小就受
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一直希望
能为华文教育事业做点实事，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薪火相
传、繁荣发展。”
陈永栽表示，如今
陈延奎大楼落成了，希望能为海外
培养更多的华文教师，促进更多的
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为传播
中华文化、推动中外友好与合作作
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据教育部网站
消息 教育部 3 月 27 日公布
2018 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
员情况统计：
2018 年度中国
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21
万人，与 2017 年度相比，增
长 8.83%。其中，国家公派
3.02 万人，单位公派 3.56 万
人，自费留学 59.63 万人。
2018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
员总数为 51.94 万人。其中，
国家公派 2.53 万人，单位公
派 2.65 万 人 ， 自 费 留 学
46.76 万人。

2018 年度与 2017 年度
的统计数据相比较，出国留
学人数增加 5.37 万人，增长
8.83%；留学回国人数增加
3.85 万人，
增长了 8.00%。
从 1978 年 到 2018 年
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
达 585.71 万人。其中 153.39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
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 万
人已完成学业；365.14 万人
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
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
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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