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虹凯致辞国务院侨办事务局领导致辞

学员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讲

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市侨办主任何秀珍主持开班仪式。

她表示，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宝贵资源，“一带一路”倡议 6

年来取得的成效，离不开广大华侨

华人尤其是华商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参与。厦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支点城市，是闻名全国的侨

乡，也是海外华商关注和投资的热

点地区。希望广大海外华商通过研

修班，加深对厦门和中国经济发展

现状的了解，密切与厦门的交流合

作，为全球华商组织、华商企业等

来厦投资牵线搭桥，助力厦门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开展多

领域合作。

在稍晚进行的交流会上，何秀

珍向学员们提出了三点希翼：一是

感谢大家对办班的支持和积极参

与。二是希望大家抓住在厦门及北

京的学习时间，充分地了解厦门，

了解厦门大学，了解嘉庚精神，了

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三是祝福

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中国与

各位学员住在国的友谊源远流长，

祝福大家在厦门、在北京的学习顺

利、愉快。

国务院侨办事务局领导致辞

表示，此次国侨办特意将研修班

的行程安排在侨乡厦门以及首都

北京，希望广大海外华商，特别是

华裔青年企业家们能够像他们的

祖辈、父辈一样，继续关注中国发

展，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建设，

国侨办也将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赖虹凯、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邱七

星亦分别致辞，表示厦门大学是华

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学校，

“嘉庚精神”是当前厦门重要的“六

种精神”之一，本次研修班的课程

是厦门大学精心设置，经过国侨办

反复斟酌，务必令学员们学到真材

实料，有所收获。

研修班的学员代表，旅菲华侨

工商联名誉会长周经伟表示，研修

班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近距离

了解祖（籍）国、了解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的机会。此次来到厦门，

他看到了厦门发生的新变化，招商

力度前所未有。“研修班结束后，我

将把学到的内容传递到菲律宾，让

更多菲律宾华商了解厦门乃至中

国的发展前进，期待有更多菲律宾

商人关注这里，来这里投资兴业。”

研修班班长柯鸿景 学员代表周经伟发言

在华侨博物院感受华侨精神

参观华侨博物院

学员代表陈云斌 学员代表龙登鹏

黄世忠向学员们介绍嘉庚精神及厦门市情

11月 3日下午，海外华商“一带

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全体学员

参观了华侨博物院。经过为期8个

月的陈列提升，华侨博物院《华侨华

人》展提升改造工作已基本完成，以

全新面貌与研修班学员见面。经过

这次陈列提升，《华侨华人》展的展

示形式更加多样，展出内容更加丰富，

不仅融入了多媒体的展示手段，还强

化了展览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

听取讲解员系统的介绍后，学

员们都表示，《华侨华人》展回顾了

华侨华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足

迹；再现了他们在居住国的生存状

态和杰出表现；介绍了他们从侨民

到公民认同转变的过程；讴歌了他

们为人类进步事业创下的不可磨

灭的功绩；展示了华侨对祖国的拳

拳赤子心和殷殷报国情。了解历

史，展望未来，学员都备受鼓舞。

11 月 5日下午，研修班一行来

到了位于集美新城的软件园三期。

在沙盘前，学员们听取了这个“产

城融合”示范园区的最新发展状

况：“截至目前，软件园三期已建成

交付的研发楼、公寓楼 160 万平方

米，今年底前，还将再交付包括 B

地块、D09、A10 等共计 110 万平方

米的建筑面积给企业入驻达产。”

厦门软件园三期全面落实厦

门招商大会、“三高”企业发展大会

精神，围绕园区“大数据人工智能、

数字创意、电子商务、智慧城市与

行业应用、移动互联”五大细分领

域，通过精准招商、以商引商等多

种招商方式，已吸引 1300 多家企

业入驻，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海西数码港、云知声、中控智慧、路

桥信息、汇医慧影、农信互联、英视

睿达、时代凌宇等知名企业。

随后，学员们来到云知声企业

参观，与新型语音智能识别机器人

互动，了解云知声语音识别技术在

数字政务、智慧家居、智慧医疗等

等领域的应用情况。研修班班长柯

鸿景说，同类企业目前在中国发展

迅速，竞争激烈，他在深圳也参投

了一家智能语音软件开发公司，此

次参观云知声令他有所启发。

学员们纷纷感慨于厦门软件信

息产业的蓬勃发展。软件园二期以

一平方公里的规模创造年产值 700

亿，如今软件园三期期望以10平方

公里的规模，创造 2000 亿规模年产

值。作为福建省首个实现 5G信号覆

盖的园区，相信这一目标必会达成。

接着，研修班一行来到跨境电

商产业园，实地走访了跨境商品体

验中心、电商运营中心智慧物流超

市、亚马逊（厦门）跨境电商园、亿丰

电商学院等，了解园区概况、功能亮

点、配套服务。几位从事商贸事业的

华商学员向园区代表详细提问，表

达了合作的意向。来自印尼的华商

朱志伟说：“来跨境电商产业园参

观，非常对口，我已与对方几位工作

人员互加微信，领取资料，相信会对

我在印尼的事业起到帮助。”来自俄

罗斯莫斯科的华商翁万元也表示：

“如果与园区内的智慧物流供应链

公司合作，就可以把他在俄罗斯境

内的服装生意扩大到美洲，因为两

地服装版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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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期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硕）11 月 2

日至 9 日，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厦

门市侨办承办的第 2期海外华商

“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在

厦门、北京举行。来自五大洲21 个

国家的 48 名海外工商社团侨领、

中青年企业家等华侨华人参加了

研修班。

11 月 3 日，研修班在厦门大学

开班。研修班旨在让学员进一步全

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当前经济

形势和热点、“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及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现状，为大家

了解中国、了解厦门、充实知识、交

流合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等提

供帮助。

期间，学员们在厦门大学学

习，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等

中国国家战略，并就宏观经济形

势、中国经济新常态等主题进行

课堂学习和研讨交流。此外，他们

还参观了华侨博物院、软件园三

期并考察了厦门跨境电商产业

园。

在厦门市委、市政府为研修班

学员们举办的交流会上，厦门市政

协副主席、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

忠发表欢迎致辞，他首先向学员们

介绍了嘉庚精神：厦门是著名侨

乡，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

嘉庚先生的故乡。2014 年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嘉庚先生诞辰

140 周年之际给集美校友总会回

信，号召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

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

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

圆民族复兴之梦。”嘉庚精神的内

涵就是“忠、公、诚、毅、闯”，这五个

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

结晶。“嘉庚精神”教育和激励了我

们一代又一代的华侨，海内外中华

儿女无不秉承着同样的爱国爱乡

情怀。

他还介绍了厦门的侨情与最

新发展情况：“厦门作为中国的经

济特区，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了

非凡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华侨的投

资，最早来厦投资的就是印尼印华

地砖厂。而华侨能够来厦投资是爱

国爱乡情怀的体现，这也是华侨华

人与祖籍国的一种纽带，我们非常

感念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人对厦

门的投资，厦门是一座与侨有着深

厚渊源的城市。

目前厦门有 3000 多家华侨华

人投资的企业，利用华侨华人带来

的外资达150 亿美元，侨资占厦门

市利用外资总额的50%。2018 年 6

月，厦门正式成立海外华侨华人社

团厦门联络总部，目前有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73 个海外侨团委

派代表入驻。我们热情欢迎各位侨

界精英通过联络总部，加强与祖籍

国、与厦门的联络与互动。

今年 4 月 29 日，厦门市举办

了招商大会，在全市上下掀起狠抓

招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热潮。7

月份又召开了高技术、高成长、高

附加值的三高企业发展大会，出台

了扶持三高企业倍增计划等优惠

政策。

目前招商引资行动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共形成招商项目 965

个，总投资额超过 5000 亿元人民

币。前三季度厦门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加 8.1%，投资吸引力大大增

强。未来厦门将一如既往地为世界

各地的华侨华人提供开放、多元、

灵活的经济平台，为世界各地的华

侨华人提供与祖国、与家乡往来的

情感家园。”

黄世忠的致辞，引起了华商学

员们的热烈反响。

交流会还邀请了市发改委、

文化旅游局、贸促会、工商联、商务

局、自贸片区管委会、高层次人才

发展中心等相关部门人员与学员

进行互动。

在厦门大学的课程结束后，

学校与厦门市侨办为研修班学员

们举行了厦门段结业仪式暨研讨

交流会，何秀珍、厦门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叶建明为学员颁发结业证

书，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俊泳

主持了厦门段结业仪式。

交流研讨会上，学员代表陈云

斌发表感言：“很高兴能受邀参加

‘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与

五大洲四大洋 21 个国家的华商相

聚于美丽鹭岛，深感荣幸。来厦门大

学前，我对这个福建省最高学府向

往已久。随着学习的深入，‘自强不

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带给我新的

感悟与思索。在风景如画的校园，我

们班48名华商带着对学校的仰慕，

对知识的渴求，在教室里一起学习，一

起讨论，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从相识到

相知，从陌生到熟悉，大家互相帮

助，很快成为了知心的同学、好友。

授课的老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备课认真，准备充分，责任心强，耐

心细致，易于沟通，课程设置新颖，案

例丰富，针对性强，语言生动，对我们

来说是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

侨乡的侨缘，组织者的用心，

学员们的情谊，都深深地打动了每

个人的心。这将促使我们不忘初

心，用真心、爱心、诚心去凝聚侨

心，汇聚侨力，不断做好自己协会

的会务工作。”

学员代表李佳黛发表感言：“能

够受邀参加本次的研修班，我深感

荣幸，好比中了彩票一样兴奋。很高

兴能够成为厦门大学的学员，向教

授们学习，也有机会向来自世界各

国的华商交流、学习。

昔日我们散了出去，今日我们

回来了，不同的是，我们‘从侨到桥’

的身份转变。昔日的侨是移居海外

的侨民，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华裔第3

代甚至是第5代了，但我们有了另

一个身份———衔接住在国与祖籍国

之间的桥梁，积极参与交流合作，并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

情研修班让学员们进一步全面了解

中国基本国情，教授们的精辟分析，

让我们对中国及周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当前经济形势和热点，有

更充分的了解。特别感谢为我们授

课的老师们。我将把我在研修班所

学知识带回家乡，与社团的乡亲分

享，把课堂上的精髓传达给家乡的

朋友，让更多的海外华商受惠。”

学员代表龙登鹏、翁万元也分

别发表感言，感谢国侨办、厦门市侨

办及厦门大学为研修班做出周全的

安排。“嘉庚精神，商学传承，百年传

承，厦门大学的底蕴令人震撼。此次

研修班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基本

国情，当前经济形势和热点，‘一带

一路’建设情况及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为大家充实知识，交流合作，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帮助。

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厦门的经济发展

和招商现状，希望能将自身事业发

展融入到这个新征程中来。”

11月 6 日，研修班一行前往北

京继续学习。

参观厦门软件园三期 参观象屿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 学员在跨境电商产业园与企业交流 与云知声企业机器人互动

学员代表李佳黛 学员代表翁万元

叶建明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何秀珍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学员代表接过沉甸甸的厦门大学结业证书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为研修班

安排了丰富的课程。赖国伟为学员

们主讲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热点

问题》；林朝南带来了《CEO 财务

分析与决策》；李非主讲了《两岸关

系分析》；庄国土的《“一带一路”建

设和华侨华人》引起了大家的热烈

讨论；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创造新思

维》也很受欢迎。

本期研修班班长、新加坡童心

万向国际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柯

鸿景说，感谢主办方和厦门大学设

置了这么精彩的课程，大伙儿受益

匪浅。研修班的举办，为来自世界

各地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商提供

了交流沟通的平台。“希望能够广

交朋友，大家一起为中国、为福建、

为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

量。”

在嘉庚精神引领下学习奋进 厦门大学是学员向往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