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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林泓）9

月 3日上午，致公党福建省委副

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东同厦

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庆军、市

科技局副局长李波一行到厦门模

具工程公共服务平台开展调研。

厦门模具工程公共服务平台技

术中心总经理肖立强介绍，模具工程

公共服务平台2013年正式成立，一

直致力于填补厦门模具制造业关

键供应链的缺失、提升厦门模具制

造业整体技术开发的水平和促进

厦门模具制造业发展。至今，已累

计投入 3500万元设备，提供职业

培训 1万多人次，服务企业 700多

家。提供检测服务总工时 9200小

时以上，免费检测74.73万件。为企

业提供零件加工 258 万件,提供专

业正版软件配套服务，研发设计

19多万件模具零件。平台荣获中国

模具工业协会人才培训基地、福建省

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模具智

能制造实验基地及技术推广中心

等多项荣誉和资质，已经成为我市

产业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

徐平东表示，厦门市委、市政

府高度关注“三高”企业发展，出

台了一系列导向明确、内容具体、

可操作性强的新举措，全力支持

“三高”企业发展。他希望模具工

程公共服务平台抓住有利时机，

加快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在为改善厦门工业制造业

发展的营商环境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的同时快速提升自身实力。

本报讯（通讯员黄霓裳）

8 月 27 日，湖里区政协组织

台港澳侨委和其他界别部

分政协委员、特邀研究员，

参观调研了五通码头和佰

翔五通酒店。

历经 18 年的发展，厦

金航线已成为两岸经贸文

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黄金

通道”。作为大陆对台最大

的客运码头，五通码头三期

口岸的建设，成为推动对台

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

要项目。

元翔(厦门)海岸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吴金狮引领委

员一边参观一边说，五通客

运码头三期于今年 6 月正

式启用，总建筑面积超过 10

万平米，体量是原候船楼的

6 倍，客运泊位从原本的 4

个增至 6 个，周一至周五每

天往返船班 36 班，周末往

返船班 40 班。

2018 年五通客运码头

共接待旅客 174.52 万人次。

吴金狮引领委员们亲身体

验了出、入关的每一道程

序，让委员们详细了解航班

保障工作及码头各项配套

设施。

他说，新候船楼配置了

18 条新型智能验证台的人

工查验通道，22 条出入境自

助查验通道。从自助购票、

自助检票，到自助通关，旅

客可以实现完全自助登船。

自助机器通行一名旅

客，平均只需 3 秒左右。与

传统验证台相比，新型智能

验证台增加了盲区监控、电

动闸门、紧急报警、自助人

像采集、旅客满意度评价等

功能。

三明市侨联

向受灾归侨侨眷发放救灾物资
本报讯近日，三明市宁化县在泉上华侨农

场举行中国侨联救灾物资发放仪式，向 400 余

名在强降雨中受灾的归侨侨眷发放总价值 19

万元的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

三明市侨联副主席邓江，宁化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刘小帆，县侨联主席张鸿飞，泉上华侨

农场场长巫燕华等参加发放仪式。

发放仪式上，邓江亲切问候了受灾归侨侨眷，

向他们介绍了此次侨联系统开展救灾工作的有关

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努力发展生

产，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并与工作人员一道向他们

发放了救灾物资，将党和政府及侨联组织对广大

归侨侨眷的关心关爱送到他们手中。

今年以来，三明市连降暴雨，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灾情发生后，全市各级侨联组织广泛动员

力量，积极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及时统计

报送当地归侨侨眷受灾情况。

在福建省侨联的大力支持下，福建省侨联

将中国侨联拨给福建省的归侨侨眷救灾补助资

金 30 万元中的 27 万元分配给三明市，专款专

用于向受灾归侨侨眷发放救灾物资。

目前，三明有关县(市)正按照程序开展物资

采购、人员公示等工作，救灾物资将于近期全部

发放至受灾归侨侨眷手中。 （周治杰）

旅菲泉籍侨领

助力台风灾后重建
本报讯近日，旅菲泉籍侨领、世界福建青年

联会菲律宾分会会长王荣忠一行 10 人，赶赴南

平市松溪县渭田镇潘墩村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据悉，今年 6 月下旬以来，受极端天气影

响，尤其在“6.22”“7.5”两场特大暴雨的叠加效

应下，潘墩村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洪灾，损失极为

惨重。潘墩村驻村第一书记林炜在当地党委政

府领导下，积极带领干群全力抗洪抢险，并向广

大旅菲乡贤发出救灾倡议书，请求资金支持。

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获悉后，募集

25万元善款，支持潘墩村灾后重建工作。（杨文萍）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

8 月 31 日，厦门市华侨历史

学会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

厦门市侨史专家学者、侨史

学会全体会员和全市侨联

系统侨务工作者等 7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厦门市华

侨历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

洋研究所教授聂德宁当选

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审

议通过了第四届侨史学会

会长庄景辉所作的《厦门市

华侨历史学会第四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第四届学会财务收支情况

报告》、《厦门市华侨历史学

会章程（修正案）》。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

长张秀明在致辞中表示，厦

门在侨史研究方面有天时

地利人和的优势，在过去二

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取得了

丰硕成果。她希望新一届理

事会团结聚力，不断开拓研

究新领域，推动华侨历史学

会的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会

长谢小建指出，厦门有丰富

的侨史资源，依托高校和众

多研究机构的雄厚力量，在

侨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居于

全省前列。他希望未来能吸

纳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

华侨历史学会的研究工作。

厦门市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潘少銮表示，作为侨史

学会主管单位，侨联将一如

既往支持侨史学会的建设，

希望新一届理事会汇聚学

界智慧，形成研究合力，紧

扣厦门华侨历史文化开展

研究活动，推动侨史研究再

上一个新台阶。

对于未来五年，新当选

的会长聂德宁说，学会将继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论述，大力弘扬“嘉庚精

神”，进一步加强厦门华侨

历史研究工作，不断开创侨

史学会工作新的局面。

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自

1993 年成立以来，积极致力

文化传承和华侨历史研究,

做了大量的地方侨史挖掘、

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及科普

公益、合作交流等工作，为

推动厦门华侨历史研究和

侨乡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侨企东亚电力

为翔安学校捐建“书吧”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春贤 黄文辉）8 月 28 日

上午，位于翔安的侨资企业———东亚电力（厦

门）有限公司在厦门外国语学校翔安附属学校

举办了“东亚电力书吧”落成仪式暨志愿者伴读

启航。

东亚电力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步军和厦门

外国语翔安附属学校校长管勇武为“东亚电力

书吧”揭幕。东亚电力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步军

在致辞中表示，捐建“东亚电力书吧”旨在帮助

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是终生学习

的必备能力；启动志愿者伴读活动，让阅历丰富

的志愿者与孩子们共读一本书，可以更快地打

开孩子们的视野，看到更远的世界。

“谁能说下，我们都用哪些能源来发电呀？”

东亚电力志愿者协会会长程金涛向孩子们讲解

电力常识，共读《安全用电绘本》一书，每次提问

都引得在场的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

活动中还举行了第五届“东亚电力”中小学

生夏令营闭营式，表彰 15 位优秀营员。

本报讯 福建师范大学 9

月 2 日在福州举行 2019 级菲

律宾来华留学生开学典礼。福

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宝银

表示，这是该校首次为单一国

家留学生举办开学典礼，目

前，福建师范大学与菲律宾等

东盟国家正保持密切而卓有

成效的教育合作。

菲律宾友好基金会创会

主席、福建师范大学董事会副

董事长许明良当天出席开学

典礼，为在场的 83 位菲律宾

留学生打气鼓励。

福建师范大学和菲律宾

友好基金于 2018 年联合创办

福建师范大学索莱达学院，

2019 年正式招生。索莱达学

院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

母亲索莱达·罗亚·杜特尔特

(Soledad Roa Duterte) 名字命

名，索莱达是菲律宾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曾获得过菲律宾

及世界多个机构的奖项。

该学院以索莱达名字命

名，旨在让中菲青年缅怀纪念

这位伟大的母亲和教育家。今

年计划在菲律宾招收 60 名全

额奖学金硕士学位研究生，今

年 3月已招收了首批 10 名硕

士生，此次秋季开学再度招收

24 名新生。

“福建正在扩招菲律宾留

学生。”福建师范大学索莱达

学院副院长黄彬对中新网记

者表示，此次招收的留学生从

4 个专业一举扩增到 8 个专

业，包括工商管理、国际商务、

旅游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中

文翻译等，以顺应中菲两国经

贸人文交流人才所需。

索莱达学院旅游管理服

务专业硕士新生杨子文来自

菲律宾马尼拉。他说，到菲律

宾的中国游客数量每年都在

增加，给年轻人带来工作机

遇，尤其他祖父来自福建，对

此地怀有深厚的祖地感情。

与此同时，9 月开学季，

10 位受益于菲律宾本土汉语

老师“造血计划”的年轻学员

也已抵达福建。该项目由菲华

著名侨领陈永栽先生等持续

捐助，已开展 12 年，迄今已有

200 多位菲律宾学员受益。

2018 年起，该项目选拔出的

佼佼者，开始获得“中国政府

奖学金”资助。 （林春茵）

外籍友人体验厦门“中秋博饼”乐趣
本报讯 8 月 31 日，来自荷兰、美国、捷克、南非、

俄罗斯等国家的十几位外籍友人在厦门沙坡尾体验

了一把“中秋博饼”活动。

该活动由厦门沙坡尾朝宗宫主办，为了让大家体

会到最传统的厦门博饼，使用会饼为奖品。厦门文化

学者彭一万为在场听众讲解博饼习俗的由来、玩法。

博饼起源于福建省闽南地区，始于清初，是一种独特

的月饼文化，也是闽南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相传，中

秋博饼是郑成功屯兵鼓浪屿时为解士兵中秋相思之

情、激励鼓舞士气而发明的，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了

如今闽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习俗。 （吕明）

华大厦门校友会“联心侨”服务队

关爱老校友
本报讯 8 月 25 日下午，来自华侨大学的 140 位

新、老校友欢聚在厦门山水丽景酒店，举办鹭岛华大

情 13 周年系列活动，共同庆祝即将到来的华侨大学

建校 60 周年。

在侨青论坛环节中，现场邀请了五位来自不同年

代的华大校友讲述他们与华大的故事及个人的青春

奋斗史。他们还与新晋的 2019 届校友分享了毕业后

在生活、工作、创业等方面的经历和心得体会，并进行

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此外，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20位老校友进行“联心侨”

慰问活动，切实践行了华侨大学“关老爱老”的优良传统。

华大厦门校友会“联心侨”志愿者服务队于 2019

年 1月组建，平时除了在节假日开展集体慰问老校友

活动外，还尝试以一对一的形式在新、老校友之间建

立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同时，服务队也在活动中不

断号召更多热心校友加入华大厦门校友会“联心侨”

志愿者服务队。

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完成换届
聂德宁当选新一届会长

福建扩招菲律宾来华留学生
专业从四个扩增到八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