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侨务动态 2019 年 9月 13日

编辑：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本报讯 耳边传来的是熟悉

乡音，现场涌动的是浓浓乡情。9

月 6日下午，思明区海外联谊会

第三届第五次理事大会在金雁酒

店举行。海外华侨华人、留学归国

人员以及港澳台同胞共百余人齐

聚一堂，共叙亲情友谊，共商发展

大计。

会上，思明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胡延洵向理事会做海联会工

作报告。此次理事会还新增补了

6名常务理事。

“过去一年里，思明区海联会

积极作为，创新开展工作，不断加

强与港澳台和海外友好侨团侨领

的联系与交往，为促进思明各项

事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海联会工作报告不仅回顾了过去

一年海联会在营造温馨海联家

园、聚力幸福思明发展、促进交流

增进共识等方面开展的各项工

作，也对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了具

体的目标和希望。

海联会工作报告希望，广大

海联会会员要进一步凝聚思想共

识，把牢海外联谊工作的正确方

向；要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助推“两高两化”幸福思明建设；

要进一步开展联谊交友，开创海

外联谊工作新局面。

产业导向、鼓励外资政策、总

部经济政策、招商中介政策、推动

上市政策……当日的会议中，思

明区生产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还

进行了区情介绍和招商推介，欢

迎大家介绍更多的港澳台和海外

朋友来思明区投资兴业、共谋发

展、合作共赢，不断拓展海外联谊

工作的发展空间。

（吴晓菁魏婧）

本报讯 9 月 6 日下午，湖里区

海外联谊会考察团招商推介会暨

海外联谊会第四届五次理事会在

区行政中心召开。湖里区政协主席

林凡，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郑秀文，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海联会

会长陈岚，区海联会海内外理事成

员及区相关部门领导共计 8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区商务局二级调研员曾

朝军向全体理事详细解读湖里区

营商环境及招商引资相关政策。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海联会四

届四次理事会工作情况，讨论通过

了海联会人事调整事项，并向新任

理事会成员代表颁发聘书。

陈岚向参会的理事会成员作

区情介绍，并对区海联会下一步工

作提出以下三点要求：要充分发挥

海联会优势，广泛宣传推介湖里发

展的成就，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海

内外理事，为湖里区建设高素质、

高颜值现代化中心城区作贡献。要

密切与关心湖里、热爱湖里的海外

各界人士的交流交往，广泛开展互

动联谊，特别是要注重团结联系台

湾青年及基层民众，深化厦台联

结。要主动适应发展新常态，创新

工作机制和载体，提高工作水平和

服务水平，进一步为海归人士回国

创业做好联结、团结、服务等工作，

让海联会真正成为海外人士温馨

之家。

会后，海联会组织安排海外理

事成员参观了湖里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之

一———红点设计博物馆，让海外成

员进一步切身感受湖里、了解湖

里、融入湖里。

本报讯 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

角，都带着“翔安”的深深印记，如

今，家乡迈向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

国际化城区的宏伟图景，更让他们

心情振奋、摩拳擦掌。在 2019 厦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

大会带来的温润风潮中，9 月 7 日

下午，翔安区海外联谊会第四届会

员大会暨区侨联第四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在翔安区行政中心举行，

海内外乡亲与各界人士齐聚一堂，

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翔

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洪国平当

选为新一届区海外联谊会会长，朱

延望当选新一届区侨联主席。

区海外联谊会和区侨联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

了三届大会，始终以乡情、亲情、友

情为纽带，团结海内外同胞，同心

携手、共谋发展，促进了翔安与世

界各地经贸、科技、文化、旅游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凝聚海内外

人士的重要平台、联系港澳侨台乡

亲的重要桥梁、致力家乡建设和投

资兴业的重要窗口。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身为翔

安籍乡亲，我们特别关注家乡的各

项建设，也将竭尽所能在更大范

围、更多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

和支持家乡的建设发展。”当日会

议上，港澳台和海外乡亲代表吴清

焕表示，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翔

安区海联会和翔安区侨联的各项

活动，并和家乡人民携手并肩为翔

安发展尽一份力。

翔安区海外联谊会、翔安区侨

联是翔安区各界人士与港澳台和

海外代表性人士组成的重要团

体，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其他

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出

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资料

显示，与金门一水之隔的翔安，

目前拥有台胞近 40 万人、台企

近 200 家，同时拥有海外华人 8

万余人、港澳同胞 1.5 万人、归侨

侨眷 6.8 万人，92 个海外乡亲社团

遍布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林瑞声 余庆东）

本报讯（记者 许银锑）在产

业智能化趋势下，人工智能成为

促进贸易投资快速增长的新动

能。9 月 7 日，第十八届世界商

业领袖圆桌会议在厦门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本届圆桌会议以

“人工智能改变未来”为主题，邀

请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工智

能行业专家，互联网、通讯巨头，

AI 独角兽企业，知名贸易投资

促进机构负责人围绕人工智能

领域热点话题、前沿技术，以及

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进行探讨。

会议集聚全国乃至全球范围

内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

业专家及机构负责人。世界贸易

中心协会理事兼塞浦路斯世贸中

心董事梅尔让·艾夫特卡莅临大

会并致辞。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

教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会士李海洲，阿里巴巴 CEO 助

理、集团副总裁、阿里云智能新零

售事业部、总裁肖利华，云知声联

合创始人、副总裁、东南总部董事

长康恒，华为云全球合作伙伴生

态部副部长、CTO蒋国文，北京

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农信研究院院长于莹，法国上法

兰西大区投资促进局亚太事务主

管 Guillaume Jinkoji，杭州涂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创新事业部负责

人陈钱江，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詹

红梅，巴西马托格拉索州州银行

首席运营官（乔奥 杰巴乐）JOAO

GEBARA，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纪冬等出席会

议并发表演讲。

大会专业呈现了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方

面的特点和落地应用的差异，充

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人工

智能技术在三次产业场景下落地

和跨界融合的可行性。与会嘉宾

对 AI 芯片开发、自然语言处理、

人脸识别，机器人技术、5G 通讯

设备等在技术实现及应用逻辑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引人入胜，

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李海

洲形象地将人机协同和人工智能

开发形象描述为“授人（机器）以

鱼不如授人（机器）以渔”，分享通

信集团副总裁黎泽华展望智能刷

脸支付时说“‘靠脸吃饭’真的来

了”，北京农信互联副总裁、研究

院院长于莹在讲述“智能 + 养

猪”探索与实践时提出：以猪联网

为平台，以猪为圆心，形成养猪生

态圈，形象地说明了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精

准管理、提升养殖业效率的崭新

业务模式。

本届世界商业领袖圆桌会议

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组委会主办，世界贸易

中心协会联合主办，厦门市贸促

会、厦门国际商会承办。为充分利

用厦门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和创新

资源优势，增强圆桌会议的实效，

当日下午还配套举办了人工智能

产业推介对接活动。

厦金联成立 30 年盼两岸未来更融合
本报讯 9 月 7 日，厦门

市金门同胞联谊会 (以下简

称市金联)举办成立 30 周年

座谈会，近百位金胞代表欢

聚一堂，一起对 30 年的交流

往来进行总结与回顾，同时

也对未来发展提出新的期

许。

值得一提的是，9 月 8

日，金胞代表一行还到厦洽

会现场参访，寻求商机。他

们希望能借此机会多多了

解海内外的市场环境。旅台

金门同乡总会会长李台山

表示，来厦门投资兴业的金

胞不在少数，有的人还把家

安在这里，对厦门有着深厚

的感情。

而李台山从小就在金门

眺望厦门，父辈也常告诉他

们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回到

大陆祭祖，这也体现了两岸

的情缘是割舍不断的。“厦门

不断鼓励台青来就业创业，

我们也组织了金门青年来厦

门参访青创基地，让大家看

看大陆的城市发展，日后有

机会也可以来就业创业，现

在‘厦金一日生活圈’俨然形

成，不少金胞甚至都可以‘早

上来上班，晚上再搭船回

去’，真的很方便。”李台山说

道。

他希望，日后两岸的交

流往来能更紧密，比如很多

惠台措施都可以在金门先落

地施行。“‘两岸皆乡亲，厦金

一个门’，我相信两岸的发展

一定会春暖花开。”李台山说

道。

据悉，这 30 年来，市金

联始终秉承“服务乡亲，联络

情谊，促进交流，共谋发展”

的宗旨，积极拓展与海内外

金门社团、金门乡亲的乡情

联谊，不断推进厦金两门交

流，如组织厦门金莲升高甲

剧团首次赴台湾、金门演出；

参与推动“厦金直航”等。

（潘薇）

新加坡厦门公会组团

参加厦洽会访嘉庚故里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昌泽）

9 月 7 日，新加坡厦门公会

会长林熙涞率 16 人访问集

美区，介绍返乡参加厦门投

资贸易洽谈会情况，探讨该

会青年团与集美侨青会深化

联谊交流合作事宜，受到集

美区侨联的热情欢迎。

当天上午，林熙涞率该

会一行 16 人，与集美区侨联

相关人员座谈交流，共叙乡

情，听取集美区建设发展和

招商信息介绍，参观了陈文

确陈六使陈列馆。

区侨联主席陈群英表示，

新加坡厦门公会是集美区的

老朋友，改革开放以来，在促

进两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集美区

近年来发展很快，特别是今年

以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招

商引资部署，取得积极成效，

欢迎海外乡亲常回来走走看

看，增进感情，寻找商机，当好

促进故乡经济转型发展的生

力军，架起中外经贸合作共赢

的彩虹桥。

林熙涞表示，新加坡厦

门公会成立 81 年来，一直致

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闽

南文化的传承、传播与交流，

在两地经贸往来中发挥积极

作用。此次应邀组团参加“厦

洽会”，不仅亲身感受到祖籍

国七十周年大庆的浓厚喜

气，更切身体会到故乡高素

质高颜值的无限魅力，将把

“厦洽会”的投资信息带回

去，发动海外乡亲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和故乡转型

发展，也期待两会青年组织

更加紧密交流合作。

从华侨摄影家镜头看厦门历史风采

本报讯（记者 林硕）“华

侨摄影家欧阳璜镜头下的厦

门侨乡”于 9 月 6 日在思明

图书馆一楼展厅开展。此次

展览由思明图书馆主办，厦

门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市老

年摄影协会等协办，将持续

至 9月 17 日。

华侨摄影家欧阳璜 1902

年生于厦门，1918 年旅居菲

律宾，1921 年回厦创办“美的

照相馆”，并记录厦门的自然

之美、人文之美和市井人生。

此次展出的 70 幅老照

片，是从他数以万计的摄影

作品中精选的，向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作品中，有

厦门“二十四景”的部分景

观，有鼓浪屿、厦门大学、集

美学村的旧貌等。

翔安区海外联谊会举行

世界商业领袖在厦探讨人工智能领域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