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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配合做好福

建省委统战部参加中央统

战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习

近平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

想研讨会”，10 月 11 日 -12

日，福建省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臧杰斌率队来厦门开

展统战侨务工作专题调研。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何

秀珍、副部长陈俊泳等全程

陪同调研。湖里区委统战部、

翔安区委统战部负责人分

别参加了相关调研活动。

调研期间，臧杰斌听取

了厦门近年来统战侨务工

作情况汇报。他对近年来厦

门市委统战部在厦门市委

正确领导下，坚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统领，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切实把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体现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并

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全市统

一战线工作成效和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升予以了充分

肯定。希望厦门市委统战部

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

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给集美校

友总会回信精神，提升政治

站位，加强政治引领，明确

努力方向，进一步增强做好

统战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服务特区“两

高”、“两化”建设上，努力体

现统战工作的更大作为。

臧杰斌参观了华侨博物

院、陈嘉庚纪念馆和集美校

友总会。期间，听取了任镜波

介绍习近平总书记给集美

校友总会回信的经过，参观

了嘉庚先生光辉一生的展

示、华侨历史陈列。他说，“嘉

庚精神”体现的“深怀爱国之

情，坚守报国之志”令人景

仰，是激励一代又一代后人

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

梦的精神财富，是海内外影

响广泛的一面旗帜，希望我

们进一步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给集美校友总会的

回信精神，切实创新弘扬“嘉

庚精神”举措，传承好、宣传

好、传播好、展示好“嘉庚精

神”，进一步广泛加强、扩大

与海内外华侨华人的联谊

交流，使“嘉庚精神”成为推

动厦门加快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新

福建的强大动力。

调研期间，臧杰斌先后

走访了厦门英蓝国际金融

集团、厦门柒牌国际集团、

厦门东亚电力公司等侨资

企业和美亚柏科集团。他察

看了正在建设中的英蓝国

际大厦、参观了东亚电力生

产车间，了解了柒牌、美亚

柏科等的生产运营等，并与

部分专家、音乐界专业人士

一同审定用闽南语演唱的

《天下闽商》歌曲。他说，海

外华侨是厦门特区建设与

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侨资

企业是特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受国际

经济形势影响，很多侨企面

临诸多困难，统战侨务部门

要经常深入侨企，了解侨

企，想侨企之所想，急侨企

之所急，及时帮助侨企解决

遇到的生产经营困难，切实

在引侨资、稳侨资、促发展

等方面，努力做好排忧解

难，促进持续发展的工作。

调研期间，臧杰斌饶有

兴趣地参观了“海外华侨华

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了

解了“联络总部”成立一年

多来的运作和海外侨团入

驻情况，与入驻侨团进行了

沟通交流。他说，创设“联络

总部”具有为海外侨团了解

厦门、沟通彼此、相互促进

的联谊发展平台作用，是为

侨惠侨利侨、可复制可推广

的一项创新举措。希望“联

络总部”在进一步充实活动

内涵，增强平台作用吸引

力，扩大辐射示范作用等发

挥更大作用。

臧杰斌还深入湖里区

濠头社区和翔安区澳头社

区等，了解基层侨务和侨乡

侨文化工作。他首先祝贺濠

头社区荣获国侨办颁授“全

国为侨服务示范单位”的表

彰，肯定了濠头社区创新

“五有”、“五必到”、“四个

一”等“为侨服务工作法”，

强调社区是让广大归侨侨

眷最直接感受我们宣传贯

彻执行党和政府侨务政策

的基层组织和重要角色，希

望更多的社区坚持以侨为

本、竭诚为侨服务理念，不

断增强归侨侨眷获得感幸

福感。在澳头社区，他参观

了“澳头古厝闽侨文史馆”、

澳头华侨联谊会和澳头侨

乡建设新貌。得知侨的理

念、侨文化特色在澳头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中所发挥的

积极作用后，他说，澳头侨

乡资源丰富，侨乡文化与渔

村特点结合得很好，促进了

澳头经济发展和乡村文明

建设。希望我们采取积极措

施，切实保护澳头闽南古侨

厝，进一步挖掘澳头侨乡文

化潜力，加强与海外澳头乡

亲的交流联谊，在推进澳头

乡村振兴建设中体现侨的

更大作用。

本报讯 10 月 16 日，

厦门召开 2019 年“嘉庚精

神宣传月”新闻通气会，介

绍今年各项活动内容及开

展情况。

2014 年，在陈嘉庚先

生诞辰 140 周年之际，厦门

将每年的 10 月份定为“嘉

庚精神宣传月”，举办了一

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活动，且每年都有新亮点，

如《嘉庚颂》诗文诵读会，催

生陈嘉庚奖学金等，推动嘉

庚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不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给集

美校友总会回信5周年，本月

的“嘉庚精神宣传月”以“壮丽

七十年，嘉庚精神伴我行”为

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并将走出

厦门办展览，进一步扩大嘉庚

精神的知名度、影响力。

10 月 26 日，第二届

“厦门嘉庚文化周”将在白

鹭洲音乐喷泉广场登场，届

时将开展“嘉庚号”厦门地

铁 1号线列车组命名仪式、

“嘉庚号”地铁模拟车厢体

验活动、陈嘉庚纪念馆线上

展厅启动等多项活动。

除了这项重头戏，今年

的“嘉庚精神宣传月”还有很

多精彩内容。10月 23日至

31 日，《重走嘉庚路致敬新

时代》展览将在香港开幕，以

丰富的文图资料再现嘉庚先

生的光辉一生，讲述陈嘉庚

创办集友银行的幕后故事。

今年是陈嘉庚创办华

侨博物院 60 周年，10 月 21

日至 11月 10日，《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陈嘉庚创办

华侨博物院 60 周年院史暨

捐赠展》将在华侨博物院展

出。

陈嘉庚是华侨商人的

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结

合今年厦门总商会成立

115 周年，将于 11 月 1 日

举办 2019 中国(厦门)商人

节活动，进一步推动民营企

业在特区沃土发展壮大。

此外，“壮丽七十年 嘉

庚精神伴我行”征文比赛、

“侨心向党·情系鹭岛”嘉庚

主题音乐会、厦门市青少年

嘉庚建筑纸模型比赛等活

动也将在 10 月、11 月陆续

开展，不断掀起宣传嘉庚精

神的高潮。 （应洁）

中航锂电A6项目
预计明年第四季度投产
预计近期桩基将施工

本报讯全市招商大会召开后首个落地的投资

百亿元量级的高科技工业项目———中航锂电 A6

项目，自今年 9 月初正式开工以来，各方面工作稳

步推进。10 月 15 日，记者从中航锂电(厦门)科技

有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地勘的现场工作已全部

完成，临时建筑将于 10 月底投入使用，预计近期

桩基将全面进场施工。

今年 6 月底，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金圆集

团与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航锂电 A6 项目正式落

户厦门火炬(翔安)产业区。项目占地面积约 850

亩，将建设新型锂电池及电源系统产业基地。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中航锂

电作为国内动力电池第一梯队企业，填补了厦门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缺失环节，是未来厦门市“高技

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的突出代表，将为厦门

市发展新能源、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打下坚

实基础。

作为厦门今年的重点招商项目，中航锂电 A6

项目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推动下和各

级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从洽谈到落地仅用时

两个月。项目于今年 9月初正式开工，目前已完成

设计、地勘、临时建筑等工作，各厂商均已入场。按

预计，项目将于明年第四季度投产。 （林露虹）

两岸专家探讨
台湾海峡通道工程

金门对厦金大桥进行基础性调研
据新华社福州电 两岸 40 余名专家学者 10

月 13 日在福州就台湾海峡通道的工程技术等议

题展开研讨，分享研究成果和进展，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研讨会由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省

交通运输学会、闽台交流协会、福建省工程咨询协

会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台湾海峡地质及水文

情况，新的桥梁创新技术和设计理念在台海通道

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台海通道工程建设模式和经

济效益以及福州至马祖（榕马）、厦门至金门（厦

金）通桥方案等议题展开讨论。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榕马大桥、厦金大桥

相关设计单位结合地形地质、海洋水文条件、通

航要求、主要构造物技术合理性、路网衔接等，

介绍项目相关情况。专家、代表还针对会议专题

报告和台湾海峡通道相关研究议题发表意见和

建议。

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孟凡超认为，台湾海峡通道既

要考虑公路运输需求，也要考虑铁路运输需求，公

铁通道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分建。台湾海峡大通

道应该沿着港珠澳大桥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

装配化的理念来建设。“港珠澳大桥建成后，我们

对建设台海大通道很有信心，我们有能力解决这

一超级跨海通道的工程技术问题。”

金门县政府工务处副处长黄儒新认为，厦金

生活圈已然成型，今年厦金海上直航客流预计可

达 200 万人次。金门县政府方面期望能为厦金生

活圈提供更稳定的交通运输系统，目前正委托相

关单位对厦金大桥进行基础性调研，并就通道建

设所涉及的两岸政策模式、通关检疫对接等进行

研讨，“后续我们会与大陆方面充分对接，积极推

动金厦通桥”。

“重走嘉庚路”下周在香港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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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铁 1 号 线 列 车 组 将 命 名 为 嘉 庚 号

科创板现厦门侨企身影

三达膜闯关科创板成功

“乐善好施的慈善人生”
记 美 国 福 建 联 合 总 会

常 务 副 主 席 庄 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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