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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31 日，福建省委

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市长

庄稼汉会见了澳门福建同乡总会

会长许健康率领的访问团一行，畅

叙乡情友情，共话合作发展。

胡昌升庄稼汉对访问团来厦

表示欢迎。他们说，广大在澳闽

籍乡亲秉持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踊跃参与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关心支持厦门的改革开放

事业，为深化厦门与港澳地区的合

作交流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厦门今

天的成绩，是全市上下和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仍需要大家

加力支持。当前，厦门加快高质量

发展态势蓬勃，我们千方百计以

大抓招商促大发展，扩大增量，

做优存量，努力让经济特区发展

得更快更好。澳门福建同乡总会

是闽澳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纽

带，衷心期待同乡总会广泛联系

在澳乡亲乡贤和各界朋友，积极

为促进厦门与澳门深化合作牵

线搭桥。我们会为广大来厦投资

的企业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

造良好营商环境，支持大家把事

业做强做大。

胡昌升指出，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澳门福建同乡总会为澳

门的繁荣稳定和各项事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继续高举

“爱国、爱澳、爱乡”旗帜，更加坚定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广

泛团结凝聚更多闽籍乡亲，为维护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闽澳、厦

澳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访问团团长、澳门福建同乡总

会会长许健康说，澳门闽籍乡亲的

每一步事业发展，都因为有祖国的

坚强后盾和家乡人民的大力支持。

澳门福建同乡总会走过 30 年历

程，成为澳门举足轻重的爱国爱澳

爱乡团体，我们热爱祖国、不忘家

乡，坚定支持国家政令在澳门实

施，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

施政，愿意为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做

出一切努力，竭尽所能为澳门闽籍

乡亲提供服务。福建、厦门的发展

进步，澳门的闽籍乡亲都感到振

奋、与有荣焉，我们会抓住当前的

发展机遇，把握商机，积极参与，为

新福建建设、为厦门加快发展继续

添砖加瓦。

厦门市领导陈秋雄、黄文辉、

韩景义，澳门福建同乡总会执行会

长陈明金等参加会见。（蓝碧霞）

本报讯（通讯员吴建平）

8 月 3 日上午，中国侨联副

主席齐全胜在出席在厦门大

学举行的海外华文媒体研修

班期间，看望了厦门大学侨

联班子成员，了解调研工作

情况，征求对中国侨联工作

的意见。中国侨联信息传播

部副部长郭启华等随同，厦

门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潘

少銮，厦门大学统战部副部

长龙坚毅，厦门大学侨联主

席程璇等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龙坚毅介绍

了厦门大学党委支持侨联工

作的情况，程璇介绍了厦大

侨联的工作经验和特色。齐

全胜说，听了介绍，对几条经

验印象较深。一是厦大着眼

建设一流大学、做好人才工

作等，对侨联工作高度重视

和支持，并给予稳定的经费

保障；二是侨联班子责任心

强、工作热情高；三是侨联注

重活动质量，搭建敞开交流

和建言的平台，办好品牌活

动，发挥智库作用，给归侨侨

眷送去关心和温暖，起到了

凝心聚力的效果；四是侨联

善于与其他部门单位联手合

作，吸收了资源，拓展了侨联

工作。对基层侨联、高校侨联

的工作经验，对侨联工作者

担当作为的事迹，我们要推

动深入挖掘、积极宣传。

齐全胜一行还参观了厦

门大学校史馆和鲁迅纪念

馆，表示，厦大人文历史积淀

厚重，“爱国、革命、自强、科

学”精神弥足珍贵，是对侨界

开展宣传教育的好教材，应

充分运用。

本报讯（记者蔡嘉鸿）8 月 2

日，新加坡驻厦总领事馆在厦举办

了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 54 周年

国庆招待会。厦门市副市长韩景

义、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

记黄如欣、福建省侨务办公室主任

冯志农、菲律宾驻厦总领事付昕

伟，泰国驻厦总领事甘迪满等出席

了招待会。

新加坡驻厦总领事池兆森在

招待会上表示，新加坡和福建关

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加坡为福建

省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在福建的

投资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港

口管理、飞机维修、金融和医疗

等。未来，领事馆将推动新加坡

和福建在法律和执法等方面的

合作，包括在今年厦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上，新加坡国际仲裁

中心和厦门仲裁中心将策划一

场国际仲裁论坛。

据介绍，新加坡 2019 年国庆

主题是“我们的新加坡”，当晚的国

庆招待会主题“颂扬新加坡小贩文

化”。今年 3月,新加坡已经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文件，申请将

“新加坡小贩文化”列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去过新加坡

的人都知道，小贩中心是新加坡人

的国民食堂，也是新加坡多元文化

的缩影，各个民族的美食在那里齐

聚一堂。招待会上，主办方除了播

放今年小贩文化申遗宣传片外，还

特地设立了 6 个小贩摊位制作新

加坡美食，让现场观众能够在视觉

与味觉上双重体验。

本报讯 8 月 5 日，一

个来自台湾高雄的 40 尺集

装箱在厦门海关的监管下，

搭乘当日发运的中亚班列

前往哈萨克斯坦阿特劳。记

者了解到，该集装箱货物将

于 10 天后抵达目的地。这

标志着厦门中亚班列开启

了海铁联运新模式，也是厦

门中亚班列与高雄港的首

次对接。

据了解，该集装箱货物

为防护眼镜，价值 44220 美

元，于 7 月 31 日抵达厦门海

天码头，经厦门海关隶属东

渡海关办理过境手续后，于

8 月 1 日抵达中欧班列海关

监管场所，等待班列发运期。

为做好本次海铁联运集装箱

过境监管，海关各业务部门

密切配合，安排专人专岗全

程对接，为企业通关提供详

尽指导，确保货物顺利及时

流转。

据悉，厦门中亚班列

2015 年 8 月 16 日首次开

行。4 年来，班列班期稳定，

运行效率较传统海运节约近

50 天。由于货源聚集效应凸

显，货源地逐渐从厦门及周

边企业增加到赣州、福州、潮

汕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截至

8 月 5 日，已经累计发运 96

列 6812 标箱，累计进出口货

值约人民币 12 亿元。此次高

雄港货物过境厦门，进一步

丰富了厦门中欧、中亚班列

的国际海铁联运服务线路，

提升了厦门过境口岸影响

力，将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

的货流、商流在厦门聚集。

（白若雪游聚民）

本报讯 7 月 31日，2019 厦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

(下称“2019 厦洽会”)全国推介走进

成都。截至目前，2019厦洽会筹备进

展顺利，境内外机构参展持续踊跃，

俄罗斯、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确定参展，超过400个境内外客

商团组报名参会，其中，国际组织、境

外商协会、跨国公司及世界 500强企

业团组超过200个。

成都推介会是厦洽会组委会

首次走进中西部地区开展专场推

介活动，旨在充分利用成都的区域

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厦洽会

平台作用，带动西部地区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为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019 厦洽会将举办丝路海运

国际合作论坛，议题包括港口航运

合作、口岸通关便利化、海铁联运、

智慧物流等。配套设置 2000 平方

米的丝路海运馆，中远海运、和记

黄埔港、巴生、敦豪等知名港口、船

东、物流企业将参展，展示形象、促

进投资合作。

2019 国际投资论坛将全面聚

焦“一带一路”议题，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工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

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等国际

组织高层及跨国公司全球高管等

出席并发表演讲。此外，组委会还

将举办十几场“一带一路”专题系

列论坛。

从今年开始，厦洽会(投洽会)

将开设丝路投资馆。“丝路”沿线国

家政府招商及投资促进机构将参

展，重点展示投资环境和投资项

目，推动投资合作。

中国侨联领导
到厦门大学侨联调研

中亚班列首次对接高雄港
标志厦门中亚班列开启海铁联运新模式

厦洽会筹备进展顺利
逾 400个客商团组参会 今年厦洽会展览面积将

达13万平方米，由“投资主题

馆”“产业招商馆”“丝路贸易

馆”三大部分组成，设置16个

专业展区。其中，“投资主题

馆”设投资中国展区、国际投

资展区、人才·项目·资本合

作展区等主题。和往年不同

的是，产业招商馆除原有的

地产投资、收藏投资、自媒体

投资、大健康产业、茶产业、葡

萄酒产业和果蔬产业外，今年

还新增工业互联网创新展、绿

色创新技术产品交易会、“一

带一路”农产品农资交易会三

个国家级展会。

今年重点产业对接，将

围绕“服务贸易”“节能环

保”“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等十大重点投资产业；热点

专题对接，将围绕投资基

金、台资企业、丝路专场、人

才项目资本合作等投资热

点，组织多场专题对接活

动。据统计，截至目前，境内

各成员单位已报送项目

5000 多个，境外机构报送

项目 1000 多个。（高金环）

重点对接项目已达 多个

链接

厦大“不见外”教授

潘维廉重走中国路

马中友好协会“换新血”

继续致力中马交流

“追梦中华·海外华文媒体

高级研修班”

厦门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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