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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 6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 16 日在厦门出席第十

一届海峡论坛并致辞。

汪洋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

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海峡两

岸引起强烈反响, 两岸政党、团

体、人士对话协商积极开展,台湾

同胞来大陆发展热情更高。本届

论坛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发

表后两岸同胞首场大规模团聚活

动, 是新形势下扩大两岸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一次盛会,参

与人数创历史新高, 充分表明两

岸经济交流融合的大势任何力量

压制不住, 两岸民众同根同源的

文化纽带任何力量切割不断,时

和势都在支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复

兴的力量这一边。

汪洋强调,两岸经济互补性

强,开展互利合作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大陆经济正迈向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开放阶段,对各类

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与

日俱增,两岸经济交流融合,既是

大义,更具大利,没有理由不走得

更近更好,也一定会走得更近更

好。

汪洋强调,和平统一对两岸

来讲成本最小,对同胞来讲福祉

最大。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基础上,我们愿与台湾

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开展广泛深

入的对话协商,聚同化异、积累

共识,一步一步向和平统一的目

标迈进。我们愿为和平统一创造

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台独”分裂

活动留下任何余地。两岸同胞应

携起手来,共担民族大义,坚决反

对“台独”,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等

在发言中表示, 两岸关系纵然跌

宕起伏, 但总能拨云见日。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

关系的“压舱石”。两岸同胞要迎

难而上, 积极投身两岸交流与合

作的时代洪流,为维护台海稳定、

促进融合发展、增进同胞福祉贡

献力量。

在出席论坛期间,汪洋还深

入闽江学院、网龙台湾青年就业

创业基地、厦门(集美)闽台研学

旅行基地、玉晶光电(厦门)有限

公司调研,并与在大陆工作学习

的台湾青年代表座谈。他勉励台

湾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

观、民族观,看清时和势、认清义

和利,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向更

多台湾同胞讲好在大陆学习创

业的故事,讲好大陆发展变化的

故事,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促

进心灵契合。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继续抓好惠台利民政策措施

的落实, 解决好台湾青年在就

学、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助力更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

梦、筑梦、圆梦。

论坛开幕前, 汪洋会见了出

席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和主办单

位代表。苏辉参加会见。在闽期

间, 汪洋还看望了福建省政协机

关和统战部干部职工。

（林晖、陈键兴、许雪毅）

本报讯 6月 18 日上午，第六

届世界闽商大会在福州海峡国际

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本届世界闽

商大会由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

人民政府、中华海外联谊会和中

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

来自 10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

余名闽商精英汇聚榕城，同叙乡

情，共谋发展。

本届大会以“凝心凝智凝力，

创新创业创造”为主题，进一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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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福

建建设发展面临的宝贵历史机

遇、强劲发展势头，进一步展示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闽

商风采，突出福建地处两岸交流

前沿优势和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

陆的第一家园呈现的商机，引导

广大闽商和海内外企业家到闽投

资兴业，共同参与新一轮改革开

放，为推动福建高质量发展落实

赶超提供更大力量支撑。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

联主席高云龙，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谭天星，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等领导分别发表重要讲话。活动

由省长唐登杰主持。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张志南宣读了省政府表

彰“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建

设者”的决定，与会领导为获奖代

表颁奖。95 位优秀企业家获得

“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建设

者”荣誉称号。

活动现场，菲华商联总会理

事长林育庆、世茂集团董事局主

席许荣茂、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许健康、安踏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分别代表海外、香港、澳门、内地

闽商在会上发言。他们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就民营经济发展作出系

列重要论述，对福建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极大提振了海内外闽商

加快创新创业创造、投身新时代新

福建建设的信心。他们认为，当前

祖国发展日益强盛，家乡变化日新

月异，要充分利用闽商和闽籍社团

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一优势

资源，通过本届大会进一步加强

境内外资源整合，使之成为凝聚

广大闽商力量推动福建高质量发

展落实赶超的重要平台。

开幕式前，全体与会代表共

同观看了由主办单位制作的《直

挂云帆济沧海———致闽商七十

年》宣传片。开幕式上还发布了世

界闽商大会会歌《天下闽商》《闽

商蓝皮书》，举办了“闽商大数据”

上线仪式，追溯闽商光辉历程，弘

扬闽商精神，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

据了解，本届世界闽商大会

与第十七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

成果交易会、第九届民企产业项

目洽谈会相互衔接，相互交融，相

得益彰。开幕式上，有 30 项单项

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签约。“6·18”活动推出的

一系列关系福建省发展的重大项

目，将为参加大会的闽商提供投

资合作的良好机遇，从而更加突

出闽商大会的经济性。 （夏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商

汇综合报道，6 月 18 日，由厦

门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统战

部、市工商联（总商会）、市商

务局承办的“闽商大会厦门专

场招商推介会”在福州举行。

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5

个工商社团领袖及精英企业

代表，共计 150 多人齐聚一

堂，共话厦门新机遇。

厦门市副市长韩景义，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

主任何秀珍，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工商联（总商会）党组书

记陈永东，市工商联（总商会）

主席柯希平，厦门总商会监事

长郑金泉，市商务局副局长戴

乐生等出席大会。何秀珍主持

大会。

韩景义在致辞中表示，厦

门经济特区 40 年建设发展，

实现了“脱胎换骨凤凰涅 ”

的沧桑巨变，重要经验之一就

是坚持不懈地抓招商促发展，

以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实力的

持续增强。当前，厦门已迅速

掀起抓招商促发展的热潮，把

招商引资作为“优先工程”，倾

情倾智倾力提供全要素、全方

位的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期盼海内

外闽商共同投身厦门这片发

展热土，共享厦门发展新机

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报名参会的海内外闽商

中不少是厦门的“铁杆”，倾

心投资厦门。他们中包括全

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华出入

口商会会长、禹州集团董事

局主席林龙安，福建省总商

会副会长、永同昌集团董事

局副主席、总经理陈爱钦等

知名闽商。

“厦门的文化是开放、包

容的文化。作为从厦门走出去

的企业家，回到厦门更有一种

家的感觉。”祖籍惠安的林龙

安毫不把自己当“外人”，热情

地说道。

会上，厦门市商务部门推

介了厦门的投资环境和产业

政策。闽商代表就厦门的产业

发展规划及城市发展规划等

建言献策。

本报讯 6 月 14 日下午，

厦门发布了《厦门市关于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提出 45 条具体措

施，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上走在前、做在先，努力把

厦门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

一家园。

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

福建出台《关于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

厦门对此进行落实、细化，出

台了《若干措施》。该措施既

“着眼大局大势”，又“注重落

实落细”，在“新、实、通、融”四

个字上下功夫。

《若干措施》共有 45 条措

施，主要包括三部分：提升厦

台“四通”，打造台胞台企登陆

第一家园；造福台湾同胞，为

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深化

文化交流，增进台胞对民族、

国家的认知和感情。

《若干措施》提出，要推动

与台湾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

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

标准共通，实现与金门通电、

通气、通桥。比如，推动建设厦

金通关合作试验区，支持金门

高粱酒和马祖高粱酒扩大在

厦门的销量，推动厦门至高

雄、澎湖邮轮航班常态化，增

开厦门至高雄的客滚航线，推

动厦台海铁多式联运，推进厦

门至金门海底光缆启动商业

运营等。

《若干措施》提出，要像为

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

同胞，建成落实台胞台企同等

待遇的示范区。比如，台胞凭

台湾居民居住证享受厦门居

民购房同等待遇，支持台企和

台湾居民自行在大陆申请知

识产权，进一步扩大对台招生

规模，支持台湾教师来厦执

教，鼓励台湾医护人员来厦执

业，满足台胞子女就学需求

等。

《若干措施》提出，要与台

胞积极交流互鉴，加深相互理

解，增进互信认同，共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扩

大寻根谒祖、族谱对接、民俗

文化等交流，修缮活化“台湾

公会”旧址，设立两岸交流展

示馆、台湾青年创业馆，加强

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建设，推动厦台共同传承

弘扬闽南文化等。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

家莹认为，两岸一家亲，《若干

措施》在落实和细化台企台胞

同等待遇方面更具操作性和

实用性，尤其关注到了台胞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表示，

在厦广大台胞也都期盼能尽

快参与进来，为将厦门建设成

台企台胞登陆第一家园贡献

一份力量。 （陈翠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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