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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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期

2019 年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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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加

深两岸同胞互信，携手共享发展

机遇。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将于 6

月 15 日至 21 日举行。目前，已有

超过 10000 名台湾地区民众报名

参加海峡论坛，规模超过以往历

届。主会场设在厦门，我省相关设

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将分别举

办配套活动，论坛的各项筹备工

作已基本完成。

海峡论坛是由国台办与福建

省政府等几十家两岸相关单位和

民间团体，于 2009年共同发起创

办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坚持“民

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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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第十一年，海峡论坛的

主办单位已由最初的两岸 54 家

增加到今年的 82家，越来越受两

岸民众的欢迎。至 2018年，参与

活动的台湾同胞已达十几万人

次，论坛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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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16日举行的论坛大会，

作为主会场，厦门为主承办的活

动主要有 15场，涵盖青年交流、

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等

板块。比如台商二代菁英大会师、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两岸社

区治理论坛暨两岸“家”年华、海

峡金融论坛、两岸特色庙会、海峡

两岸卫生与健康论坛、海峡两岸

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两岸

人才机构合作洽谈会、海峡两岸

龙舟赛、郑和下西洋与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

会、“两岸社区发展融合的海沧探

索”专题研讨会、海峡两岸通关论

坛等活动。

加深两岸同胞之间的互信和

情感认同，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

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

舞台，是本届论坛的一项重要内

容。记者注意到，论坛期间有许多

活动都以两岸青年为主角，比如

“两岸一家亲·从小心连心”研学体

验营、海峡青年论坛、台湾专业人

才就业创业暨台生实习见习厦门

对接会、海峡两岸青少年中华姓氏

源流知识竞赛、海峡两岸青少年新

媒体高峰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

代成长论坛等。即便不是直接以两

岸青年为主角的活动，也广泛邀请

两岸青年共同参与。

海峡论坛期间，厦门还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比如台

湾人才登陆第一家园论坛、海峡

职工论坛、海峡妇女论坛暨两岸

千人亲子诵读、两岸侨联和平发

展论坛、海峡两岸工商合作论坛、

海峡科技专家论坛、两岸残障人

士交流嘉年华、两岸基层治理论

坛、两岸公益论坛、海峡两岸红十

字博爱论坛、海峡两岸民生气象

论坛、“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

动、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海峡

影视季、两岸智库论坛、两岸特色

乡镇交流暨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对

接交流活动等。 （詹文）

据新华社新加坡电

为纪念今年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 10日首次推出 20 新

元纪念钞，华侨领袖陈嘉

庚等人头像被印在这款纪

念钞上。

该纪念钞正面印有新

加坡首任总统的肖像，背

面则印有 8位曾对新加坡

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肖像。8人中除陈嘉庚外，

还包括被誉为新加坡特蕾

莎修女的许哲和女教育家

王惠卿两名华人。

不少公众当天在银行

开门前一两个小时就到包

括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在

内的 9 家银行前排队，用

等值钞票兑换 20 新元纪

念钞，每人一次最多可换

20 张。

陈嘉庚一生热心公

益，在东南亚和中国创建

了多所学校，其中包括他

1919 年创办的新加坡华

侨中学。

本报讯 第十七届中国·

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简称

“6·18”)定于 6 月 17 日 -21

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厦门将充分发挥“6·

18”平台作用，组织 200 家以

上企业参展，促进项目、技

术、资本和人才的有效对接，

为招商引资增添新亮点，助

推厦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

记者从厦门市发改委了解

到，今年厦门馆的展会主题为

创新、创业、创造。围绕厦门产

业重点和双千亿产业链打造升

级计划，展会期间，厦门将持续

开展多种形式的专场项目对接

活动，努力提高项目对接的质

量和效果。

展会期间，厦门将组织

200 家以上企业主要负责人

或技术人员参会，与参会的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进行对接。

厦门将项目对接和招商结合，

加强与世界 500 强、央企、台

企 100 强、知名民企的项目对

接，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更多

更好的创新成果、资本平台，

推动企业高位嫁接，快速发

展。力争全年完成项目对接

1000 项以上，征集项目技术需

求 200 项以上。

据介绍，厦门第十六届 6·

18 对接合同项目陆续开工，一

批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业应运

而生。据统计，第十六届 6·18

共对接项目 937 项，开工投产

数为 626 项 ，开 工投产率

66.17%。 （刘艳李春妮）

本报讯 记者 6 月 10 日从

厦门市委组织部获悉，厦门开

展第十二批“双百计划”申报，

贯彻落实全市招商大会精神，

吸引更多人才带项目来厦门深

耕发展，实现招才引智与招商

引资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符合

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登录厦门

i 人才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申报截止时间为 7 月 10 日 18

时整。

此次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

计划”申报包括领军型创业人才和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类)，具体申

报办法为: 登录厦门i人才公共服

务平台 (网址 http://www.irencai.

gov.cn)，点击“双百计划申报入口”

进入申报系统，进行人才注册(请

务必以申报人本人信息注册)；注

册通过后，登录系统填写申报书，

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电子版或纸质

材料。

厦门在 2010 年启动全省

首个引才工程“双百计划”，围

绕产业链聚焦“高精尖缺”人

才，目前已有 660 名领军型创

业人才携资本和项目来厦落

地，促进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

延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厦门

“双百企业”近年来年均产值增

长超过 40%，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88 家，累计获得各类

专利超过 2000 项，企业整体估

值超 1000 亿元，涌现了美图、

艾德生物、盈趣科技等 11家上

市企业。 （黄怀）

本报讯《厦门市重点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评选办法》（简

称《办法》）日前出台，在本地注册、

信用良好，主要从事软硬件开发、

动漫游戏设计、信息技术服务、数

据分析处理等企业都可申报，该

《办法》旨在促进厦门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快速发展，

重点培育一批贡献大、增长快、创

新强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

（或集团），做大做强做优厦门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市重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企业申报类型包括: 贡献大的企

业，指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和税收

排名靠前的企业，择优纳入初选名

单；增长快的企业，指上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和税收达到一定规模，且

主营业务收入和税收增速排名靠

前的企业；创新强的企业，指上年

度主营业务收入和税收达到一定

规模，且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方向，

有重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的企业。

据了解，市重点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企业评选程序包括企业申

报、数据核实、专家评定等。

（李晓平）

本报讯 今年内，厦门市民就

可以登上厦门健康步道，漫步在

“空中”，穿梭在林中，一览鹭岛风

光。近日，记者从建设单位了解到，

厦门健康步道项目狐尾山、仙岳山

林中段钢构主梁已全线贯通，成功

大道以东的城中段钢箱梁也已全

线贯通，超序时进度完成。预计到

今年底，厦门健康步道将全线建成

开放。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厦门健

康步道建设，将其列入 2019 年为

民办实事项目。据介绍，厦门健康

步道全长约 23 公里，西起东渡国

际邮轮城，东至观音山梦幻沙滩，

沿线串联“八山三水”(狐尾山、仙

岳山、园山、薛岭山、虎头山、金山、

虎仔山、观音山和 湖、湖边水

库、五缘湾)。项目建成后，将给广

大市民游客提供一个集休闲、健

身、旅游、漫步等功能于一体的场

所，并与目前已建成的五缘湾步行

系统、环 湖步行系统、东坪山

步行系统、环岛慢行系统等一起构

成岛内慢行系统，对于满足市民健

康生活需要，提升城市景观和功能

品质，持续打造高颜值的生态花园

之城都具有重要意义。 （吴海奎）

厦门出台办法促进软件信息业发展

厦门健康步道主梁基本贯通
预计今年底将全线建成开放

200 多家厦企将参展“6·18”
力争完成项目对接 1000 项以上

吸引更多人才来厦深耕发展
厦门开展第 12批“双百计划”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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