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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后，多名福建省青年

联合会港区委员 5 月 29 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发扬爱国爱

港的优良传统，坚决支持全国人

大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港版国安

法”)，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

特区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努

力。

闽港亲缘深厚。在香港居民

中，闽籍乡亲达 120 万人，占香

港总人口六分之一。于 2018 年

召开的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第十

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45 名

香港青年当选为福建省青联委

员，担当起闽港合作的桥梁，也

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发挥积极

作用。

福建省青联副主席、香港中

华总商会会董兼青委会副主席林

智彬认为，全国人大相关立法既

符合国家及香港长远发展，也将

推动香港拨乱反正，为香港及全

球投资者增添信心。

福建省青联委员、香港福建

社团联会青委会常务副主任朱威

澔说，此次立法能够大大遏制外

国势力试图通过分裂香港危害中

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坚定支持和

拥护此次立法行动，也会尽其所

能，为祖国和香港繁荣稳定贡献

力量。

福建省青联常委、香港福建

社团联会副主席兼青委会主任陈

昆表示，期盼在“港版国安法”的

保护下，香港能重新出发，促进香

港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的合作，坚信香港将会重现

辉煌。

多名福建省青联港区委员表

示将积极宣传“港版国安法”。福

建省青联委员叶华雄说，将积极

呼吁广大香港青年支持立法，向

外界宣传立法和执法的必要和重

要性。

福建省青联委员、香港宁德

同乡总会青年部主任黄鹏说，将

积极向福建乡亲解读全国人大

的有关决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希望和全港市

民携手，争取让社会秩序早日回

复正轨，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龙敏）

泉州市侨联

赴基层开展走访调研
本报讯 日前，泉州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钟

文玲一行前往晋江市深沪镇，深入侨资企业对企

业复工复产及基层侨联“侨胞之家”建设情况进行

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康雅鞋服公司、

六源印染公司、通亿轻工公司等 3家企业。每到一

处，调研组都详细了解侨资企业的疫情防控与复

工复产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做好相关工作，

并鼓励企业要坚定信心，统筹兼顾，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

随后，调研组一行前往深沪侨联考察基层“侨

胞之家”建设情况，并就侨资企业复工复产、基层

侨联组织建设工作开展座谈。

座谈中，泉州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钟文玲指

出，“侨胞之家”是进一步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的

重要抓手，是侨联组织依法维护侨益、开展侨法宣传

的新平台，是密切联系侨界群众、践行为侨服务理念

的新阵地。建好“侨胞之家”既是基层侨联工作的重

要内容，也是广大归侨、侨眷的热切期盼。希望各级

侨联组织要重视“侨胞之家”的建设工作，努力把“侨

胞之家”打造成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及留学归国人

员可信赖的温暖之家、团结之家、奋斗之家，以便更

好地凝侨心、聚侨力。 （周辉华）

鼓楼区侨联携手高校共建侨乡
本报讯 近日，闽江大学侨联、中科院物构所侨

联和福州市鼓楼区侨联联合主办的“校地携手、共

建侨乡”系列活动在福州市长乐区猴屿乡举行。

闽江学院侨联主席陈成栋，中科院福建物构

所副所长卢灿忠、侨联主席盛天录，鼓楼区侨联主

席林国钰，福州长乐区猴屿乡党委书记李国栋，

“一带一路”经济文化促进会长乐华侨交流中心、

鼓楼区华大街道侨联、鼓楼区侨商会、鼓楼区留学

人员和家属联谊会相关领导、侨胞等 20 人出席活

动。

此次交流学习活动是鼓楼区侨联贯彻落实第

十次全国侨代会精神，推行“地方侨联 +大学侨联

+校友会”发展模式的重要举措，也是“校地携手、

共建侨乡”系列学习交流活动第四站。

林国钰表示，希望通过建立地方侨联与高校，

侨联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联系合作机制，把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需求、大学的人才需求与

新归侨的发展需求相对接，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和

力量，为共建福建美丽侨乡贡献侨智侨力。

盛天录表示，中科院物构所有大量优秀人才，

他们的科技成果需要转化、推广并形成新产品，希

望借此机会，能够进一步推动物构所与侨乡达成

合作，实现双赢。

陈成栋表示，闽江学院侨联集中了一批侨界

精英人才，他将整合本校侨界教师骨干力量，加强

与地方侨联合作，进一步发挥高校侨联人力、智

力、信息等优势，为推动校地合作做更多有益的工

作，更好地为省、市、校发展服务。

猴屿乡当地常住人口 4900 多人，旅外华侨近

3万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

座谈会后，陈成栋一行还先后参观了党侨同

心馆、华侨书院、南宋监察御史郑炳廉政馆、“一带

一路”经济文化促进会长乐华侨交流中心等地。

本报讯 5 月 29 日上午，

致公党厦门市委主委徐平

东，厦门市政协人资环农

委主任齐晓玲，致公党市

委副主委、市政协副秘书

长关琰珠前往同安区新民

镇进行养老服务专题调

研，受到厦门颐年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勇的

热情接待。

徐平东对照料中心创

新地引入“老少结合”的设

计和立体式整合养老服务

模式表示认可，并对养老

服务从业者的情怀高度赞

扬。他表示，“爱心厦门”建

设提醒社会更加关注老年

人，目前厦门已成为“老龄

化”城市，养老形势越来越

严峻。厦门的老年产业有

很好的基础，同安区要发

挥地区产业优势，与养老

服务有效结合，建立老年

人激励机制，促进智慧养

老平台的建设。

齐晓玲充分肯定了企

业的养老理念，并对照料中

心的运营提出建议，通过

“试住”形式吸引老年人进

行体验服务，帮助改变老年

人的传统观念。关琰珠建

议，照料中心的养老理念具

有特色，可作为“时间银行”

养老服务试点，与互助养老

志愿服务相结合，更好地推

进养老服务的发展。

据悉，厦门颐年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是一家覆盖机

构养老、社区和居家养老、

养老专业技术支持以及养

老运营数据化平台服务的

全方位综合性养老企业，已

承接同安区八个街镇中六

个街镇的社区日间照料和

居家养老服务，新民镇照料

中心便是其中之一。周勇介

绍了企业正在自主开发的

养老智慧平台颐年智慧社

区居家养老互联网云服务

平台及居家养老智慧管家

云服务系统，系统通过云端

服务平台将家人、社工、助

老员、照料中心、养老服务

院更有效地联系起来，零距

离 24 小时服务老年人。

（柯雯靖）

本报讯（通讯员 唐欣欣）

5 月 27 日上午，厦门市人大

侨外委到市侨联召开征求意

见座谈会，就厦门市贯彻落

实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

（2016-2020）实施情况，听取

全市侨联系统代表人士的意

见建议。会议由市侨联副主席、

市人大侨外委副主任委员洪春

凤主持，市侨联副主席邓飚、市

人大侨外委秘书处二级调研员

罗晓文、市侨联各部室负责

人、各区侨联和高校侨联负责

人、市侨商会、市新侨人才联

谊会、市侨青会、市印尼和缅

甸归侨联谊会等市侨联直属

团体会员单位代表共二十余

人参加会议。

应邀参会的代表，既有侨

联机关工作人员，也有老归

侨、侨企负责人、新侨人士、

留学人员，代表性强、覆盖面

广。座谈中，大家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就厦门市侨务工

作存在的问题谈感受、说意

见、提建议。

会后，市侨联根据座谈会

交流情况，收集整理各项意见

建议 47 条，内容涉及增强引资

引智效能、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扩展海外联谊、涵养侨务资源、

保护侨文化讲好侨故事、履行

侨务工作职能，加强侨务干部

队伍建设等方面，为总结厦门

市贯彻落实国家侨务工作发展

纲要(2016-2020 年)实施情况

提供依据，为下一阶段推动有

关部门着力研究解决反馈的问

题，推进厦门市侨务工作全面

进步提供参考。

湖里区侨联

慰问侨界困难儿童
本报讯（通讯员 黄霓裳）在“六一”国际

儿童节到来之际，湖里区侨联机关工作人员

和社区侨务干部深入困难儿童家庭，看望少

年儿童，并分别为 5 个困难儿童各送去 500

元慰问金，把温暖送到孩子们的心中，祝孩子

们儿童节快乐。

为了让辖区内困难侨界家庭的儿童过一

个快乐幸福的“六一”儿童节，湖里区侨联根

据基层侨联的调查摸底情况，研究确定对康

泰、濠头、南山、东荣社区的 5 个困难儿童开

展慰问活动。

湖里区侨联领导叮嘱家长切实履行对孩

子的监护和家庭教育责任，努力为孩子的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和生活环境；同时

鼓励孩子们要以积极的信心和勇气面对暂时

的困境，勉励孩子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常

怀感恩之心，树立远大的理想，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发奋读书，立志成才，用知识改变命

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

本报讯 全国首部地方

文化保护专项法规《厦门经

济特区闽南文化保护发展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6

月 1 日起施行。

记者了解到，厦门拥有

南音、高甲戏、漆线雕、博

饼、沙茶面、红砖建筑、侨批

等众多闽南传统文化。《办

法》旨在建立保护名录制

度、闽南文化管理员制度，

划定重点保护区域，建设闽

南文化展示中心，引进台湾

人才和团体，鼓励单位和个

人开展闽南文化研究等。同

时，《办法》还强调，要综合

运用多种措施，使闽南文化

借助各种有形、无形的方

式，深度融入城市建设发展

和日常生活。业内人士表

示，《办法》的出台与实施，

意味着闽南文化的传承与

保护迎来加快发展的“黄金

期”。

记者走访发现，当前厦

门不少闽南文化传承人正

通过自我创新，让“老技艺”

焕发新生。

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招

治带着女儿庄秋铭，以“中

华老字号吴招治”为名开通

了抖音账号，向全国各地观

众展示同安薄饼制作技艺。

同安锡雕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庄亚新注册名为“侠侣锡

雕”的短视频账号，主要介

绍同安锡雕文化，分享锡雕

作品，展示锡雕生活用品制

作过程等。短短三四个月时

间，庄亚新收获了 2 万多点

赞，多次上热门。

此外，厦门市金莲陞高

甲剧团团长吴晶晶也通过

制作短视频等方式，与年轻

观众互动，吸引了一批“90

后”粉丝关注。

对于《办法》的出台和

实施，不少传承人纷纷“点

赞”。吴晶晶告诉记者，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甲

戏观众年龄都偏大，剧团

通过新渠道进行传播后，

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关

注并喜欢这项优秀的闽南

文化。

歌仔戏省级非遗传承

人、一级演员庄海蓉告诉记

者，闽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歌仔

戏是其中具有鲜明意义的

地方剧种。“近期，我们正在

复排歌仔戏《侨批》，期待能

结合‘一带一路’元素，让剧

目走得更远一些。”庄海蓉

说，《办法》施行后，剧团将

会更注重对老剧目进行创

新，让其进一步走向全国甚

至全世界。 （叶子申）

致公党厦门市委厦门市政协人资环农委联合调研厦门养老服务企业

《闽南文化保护发展办法》施行
侨批等众多闽南文化焕发新生

厦门市人大侨外委
赴市侨联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