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NEWS

www.xmweekly.com 社长/总编：林希 责编：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78 号华建大厦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 256 号-260号 3 号厂房）定价：99元 / 年

总第 期

2019 年第 20期

2019 年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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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2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

见出席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

联谊大会和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

一次理事大会的全体代表，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热烈

欢迎和衷心祝贺，向世界各地华

侨华人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长时

间的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

们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

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统战部部长尤权参加会见并在当

天上午举行的中华海外联谊会五

届一次理事大会上讲话。会议充

分肯定了中华海外联谊会四届理

事会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港

澳台及海外联谊工作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号召广大海联会理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团结一心、共同奋

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

化新一轮对外开放、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推进人类文明互鉴作出

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海外

联谊会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关

于中华海外联谊会与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合并的决议》、《中华海外

联谊会章程》等文件。会议选举尤

权为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选举

产生 26 位副会长和 230 位常务

理事。

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

联谊大会于 5 月 29 日召开，来

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50 多

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

会。

丁薛祥、万钢、巴特尔参加有

关活动。 （张晓松 罗争光）

本报讯（记者翁舒昕）5月

24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

会见北美洲福建同乡团体联

合会永远名誉秘书长余建

强、秘书长林兢新一行。

何秀珍向到访的客人表

示欢迎，并向他们介绍了厦门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她指

出，福建有 1580 万海外侨胞，

从厦门漂洋过海的侨胞约有

45万。他们都为传递厦门好声

音做出了非常独特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希望这种精神能一

代代地传递下去，为交流交往

做出更多贡献。

她指出，厦门各个历史

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海外侨

胞的力量与贡献，海外乡贤

时刻惦念着祖(籍)国，并以各

种方式参与着家乡建设，这

种朴素深厚的感情，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着重要推动意义。厦门作

为著名的侨乡，改革开放 40

年来，实现了快速发展，各方

面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

希望北美洲福建同乡团体联

合会把更多更好的投资项目

带到厦门。

余建强表示，北美洲福建

同乡会成立三十多年，从上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就跟原厦门

市侨办建立起密切关系。此访

目的，就是要把这条线密切联

络起来，把福建乡亲组织起

来，参与厦门的建设发展。

林兢新表示，他刚接任

秘书长一职，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请原秘书长余建强带领

他们多走动多交流。“我觉得

像夏令营、寻根之旅都是很

好的形式，或者可以组织海

外乡亲们回国参观福建各方

面的发展成就。现在我们已

经在着手准备，预计今年 11

月或者明年 5 月，会组织一

场活动”。

本报讯共叙同胞亲情，畅

谈融合未来。第十一届海峡论

坛将于 6 月 15 日至 21 日举

行，主会场设在厦门，我省相

关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分

别举办配套活动。目前，论坛

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海峡论坛已经走过十个

年头，主办单位由最初的两

岸 54 家增加到今年的 82

家，参与论坛活动的台湾同

胞已达十几万人次。海峡论

坛成为促进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重要交流盛会之

一，也是迄今为止两岸参与

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

及范围最广、民间色彩最浓

的两岸交流嘉年华。事实说

明，继续办好海峡论坛符合

两岸同胞期望多交流、走亲

走近的共同愿望。

作为东道主，厦门将用

心、尽心、细心服务保障好两

岸各界来宾，提升服务，做到

宾至如归。机场、车站、码头等

口岸将开通绿色通道，最大化

便利嘉宾通关和货物通关。

两岸交流嘉年华活动

精彩纷呈
本届论坛以“扩大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继

续重点关注并服务基层民众

和青年群体，安排了大会活动

以及 4大板块共 33 项活动。

其中，基层交流板块，加深两

岸同胞之间的互信和情感认

同。文化交流板块，推动中华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经贸交流板块，扩大两岸

交流合作的行业和领域，共享

发展机遇。青年交流板块，为

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

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

台。第九届、第十届海峡论坛，

青年融合逐步接棒成为最大

亮点之一，各种活动精彩纷

呈。越来越多两岸青年一代，

在共同记忆、共同文化中增进

心灵契合，为这场两岸民间嘉

年华注入新生力量。

台胞可网上报名

来闽“串门”
今年海峡论坛，为满足广

大台湾同胞需求，网络报名的

名额增加到 500 名，提供六条

路线的活动体验和观光行程，

邀请台湾同胞到福建“串门”，

目前报名十分火热。六条线路

中有三条与厦门有关，包括:

“厦门，集人文之美”“厦门，享

创业之兴”“厦门，在闽台湾优

秀人才成果展暨创业创新论

坛”。通过这些线路，台湾同胞

不仅能了解厦门城市建设及

发展规划，游览中山路、鼓浪

屿、沙坡尾、集美学村、环岛路

等地，还将参访青年就业创业

基地云创智谷、两岸青年创业

创新创客基地、无人机暨智能

机器人孵化基地，了解对台就

业、创业政策和特色研学课

程，聆听在闽创业台湾优秀人

才分享经验。

为两岸融合发展

注入源头活水
以厦门为主会场的海峡

论坛，进入第十一年。十多万

两岸同胞通过这个舞台，不

断深入了解彼此、心灵相契，

祭先祖、叙乡情、谈合作，为

了更美好的未来携手打拼。

从过去的两岸往来屡屡破

冰，到如今，两岸融合发展的

潮流浩浩荡荡，十一年海峡

论坛是见证更是推动，汇集

起广泛的民间力量，为两岸

融合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厦

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参

加了每一届的海峡论坛，他

直言，“海峡论坛搭建起的这

个平台，不仅让两岸同胞坐

下来握着手畅叙乡情，更有

实实在在的成果，每届论坛

期间都会发布一系列的惠台

政策，体现了大陆对台的巨

大善意。” （詹文）

最高补助 5000 万

厦门出台九大措施

加快创新发展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厦门市企业

科技创新迎来政策红利。日前，厦门市政府

印发《厦门市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措

施》，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创新

机制，以高质量科技供给不断增强经济创

新力和竞争力，推动厦门市产业高质量发

展。

此次共推出九大措施，干货满满，分别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行业领军企

业承担国家级创新项目、鼓励建设高水平

创新载体、鼓励创办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建

设福建省实验室、鼓励建设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推动建立科技

金融体系、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运营。

为了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市

场核心竞争力，厦门市将深入实施“普惠与

重点”相结合的企业研发费用补助政策。根

据企业年度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

费用数额，按照基础补助和增量补助相结

合的方式予以扶持。其中，基础部分按

10%、增量部分按 12%补助。对主营业务收

入 20 亿元及以上且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在

5000 万元及以上的大型企业，补助最高限

额为 800万元；其他企业最高限额为 250

万元。

在鼓励建设高水平创新载体方面，对

经确认的省、市级重点实验室，依托民营企

业建设的，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资助；依托

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其他法人单位

建设的，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资助。经绩效

考核评估优良的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分别

给予 50万元、20 万元奖励。对新获批建设

的与厦门产业紧密结合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给予一次性

1000 万元资助；经国家考核评估优秀的，给

予一次性 200 万元奖励。在鼓励创办新型

研发机构方面，围绕生物医药、物联网、大

数据、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材料和新能

源等重点领域，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各类创新主体在厦

建设市场化运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新型

研发机构的，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初创期

建设经费补助；经确认为重大研发机构的，

一次性补足至 500万元。给予研发机构非

财政资金新购入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的

购置经费 50%后补助，5 年内新型研发机构

最高 3000 万元、重大研发机构最高 5000万

元(非独立法人的最高 2000 万元)。

（沈华铃）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月 日至 日举行
主会场设在厦门

第十届海峡论坛。（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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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朝宗宫首开“玉沙坡讲坛”

第八届世界龙岩恳亲大会

将在澳举办

邱凤才
一位怀揣科技报国梦的海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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