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侨联调研
集美街道侨乡文化
名镇名村试点创建
本报讯 6 月 18 日，厦门市侨联基层

工作部结合接待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侨

联来厦调研侨乡文化建设的工作，前往

集美区集美街道调研侨乡文化名镇名村

试点创建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陈嘉庚故居、

归来园、大社文旅社区、特色侨房保护

示范点尚南路 96 号等处实地视察，听

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集美街道在创

建工作中大力弘扬嘉庚精神，注重保

护挖掘华侨特色历史文化遗存，积极

打造华侨历史文化展示平台的具体做

法，以及利用侨文化带动经济建设的

相关模式与经验。此次调研为市侨联

下一步如何更好地配合市里有关职能

部门推动侨乡文化保护和建设，指导

和推进侨乡名村名街建设拓宽了思

路，提供了借鉴。

集美街道是“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故乡，是嘉

庚精神的发源地及华侨文化、闽南文

化、学村文化的集中体现地。今年 3

月，街道获得“福建省侨乡文化名镇名

村”称号。

缅甸仰光至厦门
首条直航航线开通
本报讯 当地时间 6月 22 日 16：50，

随着MF8669 航班在缅甸仰光国际机场

安全降落，由厦门航空开通的厦门至仰

光直达国际航线顺利完成首航，结束了

福建与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之间无直达航

班的历史。

近年来，中缅两国在“一带一路”倡

议中的合作日渐增多，新航线的开辟将

为两地省去耗时耗力的转乘，极大促进

缅甸和福建之间的人员经济往来。此外，

新航线的开通实现了厦门与仰光的直连

直通，缅甸的广大旅客可以通过厦门便

捷的中转服务，转机至中国所有省份以

及东北亚、欧洲、北美等地。

据悉，该航线每周二、六执飞两个往

返航班，飞行时长约 3小时 50 分。从厦

门起飞时间为北京时间 14：30，缅甸时

间 16：50 抵达仰光；返程起飞时间为缅

甸当地时间 17：50，北京时间 23：05 抵达

厦门。 （洪荃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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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4 日下午，

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厦

门市委主委徐平东到软件园

二期台湾青年创业企业厦门

芯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调研。

公司总经理黄文锋介绍

了企业发展历程，厦门芯鸽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从事社交营

销系统研发的创新型科技企

业。企业专注于底层技术开

发，具多项发明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应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应用多开技术开发出

微信营销的电商手机，解决

了行业痛点。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厦门市创新型（试

点）企业、厦门市科技型小巨

人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徐平东对企业依托技术

优势、找准行业痛点和细分领

域切入点、致力于自主创新的

做法表示赞赏，并提出了三点

建议：一是进一步突出企业在

底部开发领域的技术优势，找

准以服务为导向的发展方向；

二是抓住工业 4.0 的发展机

遇，将底部开发技术向制造业

服务领域拓展，尽快赢得商

机；三是组建专业化团队，把

握机会做好项目营销。

本报讯（通讯员林珍珍）

6月 25 日，厦门市侨联在华

侨大学华文学院召开东南

亚各国在厦华裔留学生座

谈会。会上，市侨联副主席

邓飚带领侨联文化联络部

干部与华裔留学生们面对

面交流，希望进一步促进厦

门各高校新一届东南亚华

裔留学生会负责人与市侨

联文化联络部的联络与沟

通。

座谈会上，来自厦门大

学、华侨大学、华侨大学华

文学院等高校的印尼、马来

西亚、菲律宾、缅甸等留学

生会负责人介绍了各国在

厦、在闽留学生情况，交流

在厦学习、生活甚至留厦发

展的体会，咨询了留学生奖

学金、相关就业政策等。

邓飚表示侨联会推动

相关政府部门做好在厦留

学生的服务保障工作，激励

更多东南亚华裔学生到厦

门学习、工作，同时鼓励在

厦华裔留学生坚定信心、踏

实学习，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人民的友好交流做贡

献。

市侨联文化联络部部长

李永彬参加座谈。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6 月 21

日，思明区鹭江街道举行第四次归

侨侨眷代表大会。鹭江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齐秀秀主持会议，39 位代表

参加会议。会上作了鹭江街道第三

届侨联工作报告，以投票方式选举

产生侨联第四届委员会成员，并召

开街道侨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思明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建

平、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红、鹭江

街道党工委书记占兆文出席会议。

经大会选举，吴彬宾当选新一

届街道侨联主席，许霖、黄雪锦、黄

鹭坚为侨联副主席，郭熠昀为侨联

秘书长。会上还聘请了谢亚平为街

道侨联第四届名誉主席，钟铜麟为

侨联顾问，方彤为侨联副秘书长。

占兆文代表鹭江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对新一届侨联班子表示祝

贺。他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希望新

一届街道侨联班子能够认真贯彻

党在新时期的统战工作方针，增强

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将侨联工作与街道的建设、发展紧

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发挥自身优

势，在招商引资、招贤引智方面下

功夫；加强与海外侨界各阶层群众

的联系，加强与海外侨界新生代和

新侨的联系，实现侨务资源可持续

发展。

苏枫红代表思明区侨联向大

会召开表示祝贺。她肯定了五年来

鹭江街道侨联的工作成果：率全省

之先成立首家楼宇侨联———鹭江

街道楼宇侨联，大力拓展新侨、侨

企工作；以社区为载体开展丰富多

彩的侨界联欢活动；团结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有效发挥了党和

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的桥梁纽带作用。

本报讯 6 月 20 日，集美区灌

口镇召开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镇侨联 28位归侨侨眷代表参

加会议。集美区侨联主席陈群英，

灌口镇党委书记柯振敏，灌口镇宣

传、统战委员陈颖毅和灌口镇侨联

主席刘冠峰等出席会议。

大会首先听取了灌口镇归国

华侨联合会的工作汇报。刘冠峰从

“政治引领，以党建带侨建团结归

侨侨眷”、“为侨服务，以真诚用心

维护侨胞权益”和“挖掘特色，以乡

土文化展示侨乡魅力”等三方面，

对灌口镇侨联第六届委员会的工

作进行了回顾。

大会推选叶伟群、刘冠峰、陈

雁、范玉兰、林淑兰、黄健铭和廖子

文等为灌口镇侨联新一届委员会

委员。

“灌口镇侨联做了不少卓越的

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灌口镇

侨联被授予‘2012-2017 年度厦门

市侨联系统先进基层组织’，灌口

镇侨联之家是集美区首个获评福

建省级的‘侨胞之家’……”在对灌

口镇侨联工作给予高度肯定的同

时，集美区侨联主席陈群英就侨联

工作提出了 3点要求：要明确侨联

的工作职能和任务，服务经济发

展，维护侨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

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

会建设；要明确侨联的工作方针和

策略，坚持“两个并重”，夯实“两个

拓展”，推动“两个建设”，着力织好

“两张网”，构建“两个机制”；要明

确侨联的性质、地位和工作对象。

侨联工作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侨

界群众，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把

侨胞工作做细做深做实，通过各种

渠道反映他们的呼声，表达他们的

诉求。

灌口镇党委书记柯振敏对新

当选委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新一

届侨联班子提出“强化理论武装，

提高思想站位”、“强化侨联宗旨，

提升服务水平”和“强化组织建设，

激发创优动力”等希望和要求。

在所有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后，

灌口镇侨联召开了第七届一次全

委会，通过刘冠峰连任灌口镇侨联

主席，廖子文、黄健铭为副主席，范

玉兰为秘书长。（李立宇 范玉兰）

柬埔寨福建会馆乡亲

访同安
本报讯（通讯员李卫红）近日，柬埔寨

福建会馆秘书长黄美芬、成员黄资棋等一

行 5 人到访同安区侨联，开展联谊交流活

动。

座谈会上，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亭向

客人简要介绍了同安的区情。黄美芬也介

绍了柬埔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情况，赞

叹家乡同安的发展变化，感谢同安区侨联

帮助侨胞劳翠珍找到家乡同安的亲人。

宾主双方共叙乡情乡谊，一致认为中

柬友谊源远流长，双方应加强交流交往与

合作，共谋发展。

之后，柬埔寨客人在同安区侨联副主席

李卫红及主任科员陈海明陪同下，前往同安

朱子书院参观，了解朱子文化、同安历史。

厦门侨商会举办乒乓球赛

带动侨界人士强健体魄
本报讯（通讯员黄霓裳）近日，厦门市

侨商会第六届“汇景杯”乒乓球赛在厦门松

柏二小举行。来自该侨商会及六个区的 25

支代表队、近 100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副主席洪春

凤，侨商会名誉会长庄娜玲、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庄顺茂、常务副会长柯希杰、副会长

黄阳明、吴招毅等出席了活动。

厦门市侨商会负责人表示，在激情六

月举办 2019 年“汇景杯”乒乓球赛，旨在引

导和带动侨界人士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

强体质，以强健的体魄、昂扬的精神风貌和

勇于拼搏的快乐心情投入工作、学习和生

活，为社会和谐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增强

会员企业的凝聚力、战斗力，同时为侨界乒

乓球爱好者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发扬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精神，赛场上不甘落后、奋力拼

搏，赛场下互相交流、团结友好，赛出了水

平，赛出了风格，增进了友谊，展现了侨界

的精神风貌。

经过一场场友好、激烈的角逐，最终，

球赛产生了 1-8 名优胜队名单，湖里区侨

联与其他代表队并列第九名。

海峡两岸文创人才

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厦举行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我来厦门三

次了，这里就业创业环境很友善，我已经有

了来厦门，来思明区创业的想法了。”6 月

19日上午，参加完海峡两岸文创人才合作

交流对接会，台湾企业家牛一帆期待地说，

随即向现场工作人员了解针对台湾青年在

厦就业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作为今年海峡论坛的配套活动，在思

明区龙山文创园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创人才

合作交流对接会吸引了不少两岸业界代表

到场。

如何搭建两岸文创人才的培训服务平

台？如何更好吸引台湾人才来厦就业创业？

如何为来厦初期的台湾文创人才提供更温

馨周到的服务？两岸围绕文创人才的合作

交流展开对话，共同探讨两岸文创人才合

作发展机制，助推两岸文创的共同发展和

繁荣。

思明区委组织部表示，通过这次活动，

两岸文创人才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厦门、

思明的文创产业现状和人才政策，推动两

岸文创产业在更广泛的空间、更务实的领

域实现合作，实现更美好的前景。

活动现场，厦门文创协会与台湾相关

协会签署了文创人才战略合作协议。参加

活动的台湾嘉宾还实地考察了北京大学创

业训练营、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万仟堂艺术品公司等企业和单位。

在厦华裔留学生聚首交流座谈

鹭江街道侨联换届
吴彬宾当选主席

灌口镇侨联完成换届
刘冠峰连任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