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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侨联九届二次常委（扩大）会
暨基层组织工作交流会议召开
本报讯 7 月 10 日上午，思明区侨联九届二次常委

（扩大）会暨基层组织工作交流会议举行。会议讨论思明

区侨联九届二次全委会议工作报告，审议思明区侨联九

届二次全委会议日期和议程，听取各街道侨联工作汇

报，并部署 2020 年下半年工作。

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红总结了区第九次侨代会以

来的主要工作：党建引领，担当作为促“侨”建；守望相

助，齐心共筑“战”疫防线；坚守初心，提升华侨文化品牌

建设；拓展联谊，凝心聚力共画“同心圆”；汇集侨智，积

极参政议政服务大局。并就 2020 年下半年工作要点进

行了部署。

交流会上，各街道侨联主席汇报了区侨代会

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以及 2020 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鼓浪屿街道侨联
新作为：以服务全岛工作大局为主线，通过增强

侨联组织内部建设、传承琴岛侨史文脉、维护涉

侨权益，改善侨界民生、发挥外事侨务资源优势

等建设幸福侨乡。

鹭江街道侨联
新面貌：换届之后，以新气象新面貌，围绕着“党

建带侨建”、“楼宇侨联”、“侨胞之家”等重点展开

工作，同时开展扶贫帮困和涉侨服务与活动，凝

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

中华街道侨联
新局面：通过着力加强侨联工作的组织领导，不

断完善侨联工作的基础台账，持续狠抓为侨服

务的末端问效，为区、街侨联的全面、和谐发展

贡献力量。

厦港街道侨联
新抓手：立足街情，紧密结合社区工作，以“社区

侨联”和“侨胞之家”建设为抓手，坚持“以侨为

本，为侨服务”的宗旨，强化联谊、沟通、服务和引

导，有力推进了街道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

展。

开元街道侨联
新拓展：立足街道“新老城区有机更新”的区域

功能定位，根据街道侨界资源丰富的侨情特点，

着力培育近邻文化，让街道侨联品牌内涵日渐

丰盈。

筼筜街道侨联
新起点：做好关心帮扶困难侨界人员慰问工作，

开展多样文娱活动，关心关爱疫情期间侨胞侨

眷身体健康，营造爱侨、护侨、为侨服务的和谐

环境。

梧村街道侨联
新活力：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做好人才吸

纳、调查摸底、信息采集等工作；立足“侨胞之家”

“金榜讲古”，开展丰富交流活动，为侨界群众提

供更有效的服务。

嘉莲街道侨联
新思路：立足街道的爱心品牌特色，积极开展帮

扶慰问和各项慰问活动；号召辖内侨胞发挥侨

届爱国爱乡传统，共同抗击疫情；加强侨胞之家

阵地建设，加强服务保障。

莲前街道侨联
新办法：围绕侨联工作“五个有”要求和街道中

心工作，突出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依

照法律法规和侨联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努力做好为侨服务，持续打造侨胞温馨

之家。

滨海街道侨联
新平台：充分挥发侨联组织职能作用，通过加强

侨联工作领导、以“聚侨心、暖侨心、稳侨心、引侨

心”为目标建立联谊平台、充分挖掘侨界对象的

人力和治理资源等，促进街道侨联工作蓬勃发

展。

本报讯 7 月 15 日，海

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

总部（简称“联络总部”）举

行部分社团负责人及代表

座谈交流会。

此前，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厦门联络总部正式移

交市侨联管理。为顺利完

成移交工作，厦门市侨联

与市委统战部（市侨办）、

市外办三方进行了多次

移交工作对接。今年年

初，联络总部迎来第四

批、10 个国家的 10 家海

外社团入驻。截止目前，

已有来自 44 个国家和地

区的 83 家华侨华人社团

入驻。

会上，厦门市侨联副

主席邓飚向与会社团负责

人及代表通报联络总部今

年以来的主要工作。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

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

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

成、澳大利亚墨尔本厦门

商会会长庄刚等社团负责

人也就联络总部项目开

展、办公环境提升改造等

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建

议。

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

作总结讲话，她指出，希望

联络总部继续提升改进服

务工作，更好地整合市侨

商会、新侨联谊会、市侨联

青委会等优势资源，在引

资引智、爱心厦门建设等

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

用。

据了解，在此次疫情

防控工作中，联络总部充

分发挥凝侨心、聚侨力作

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号召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协助通关、返乡调控、复

工复产等。据不完全统

计，入驻联络总部参与捐

赠的社团超过 40 家，累

计捐赠超 80 万元人民

币，各类口罩超过 200 万

个，防护服、防护帽、隔离

衣等近 5 万件，手套超过

300 万只，还有护目镜、温

度计、医用洗手液、呼吸

器等设备。

此外，联络总部发挥

平台作用，结合实际情况，

创新方式，开展线上政策

宣讲、公益讲座等活动。包

括开展“爱心厦门，慰问献

爱心”活动、线上“云宣

讲———厦门市税收优惠政

策宣讲会”直播活动，协办

“甘肃临夏州侨联项目推

介会”，协办“清华名师大

讲堂公益助学直播”活动

等。

为更好地发挥联络总

部宣传展示、引资引智、

联谊联络的平台作用，市

侨联拟对联络总部办公

环境进行部分提升改造，

以期提升联络总部的整

体视觉效果和侨文化氛

围。

联络总部将在 7 月下

旬举办“线上云招商———

厦门市招商政策宣讲会”，

9 月举行第四批社团入驻

恳谈暨抗疫捐赠座谈会、

“九·八”推介会以及“美国

塞班岛文旅投资推介会”、

“尼泊尔投资环境、旅游推

介会”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

一步加强联络总部自身建

设，市侨联还将修改完善

“联络总部管理实施意

见”、“服务指南”，整理充

实总部资料数据库，设计

联络总部标志，组织工作

人员学习培训等，与各入

驻社团共同努力，将联络

总部的平台机制建设好、

功能作用发挥好。

年轻的新加坡归侨联谊会换届了

本报讯 7 月 11 日，厦

门市新加坡归侨联谊会召

开换届大会。会议听取了第

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

务报告，审议通过了《厦门

市新加坡归侨联谊会章

程》修订稿，选举产生了第

二届理事会理

事、副理事长、

秘书长、理事长

和监事长。

换届会议上，理事长吕

韶风作换届情况说明和表

态发言。厦门市侨联副主

席洪春凤席致辞并为新当

选的理、监事会成员及聘

请的顾问颁发荣誉证书。

洪春凤要求，新加坡归侨

联谊会今后的工作要继续

秉承服务优先的原则，在

服务会员和厦门经济建设

的前提下，积极搭建平台，

提升会务能力，为厦门招

商引资和侨界联络联谊贡

献力量。

厦门市新加坡归侨联

谊会是厦门地区新加坡归

侨、侨眷和新侨组成的群

众团体。在厦门市侨联下

属的 8 个归侨联谊会中，

新加坡归侨联谊会是最

年轻的一个，成立于 2015

年 4 月。会员平均年龄也

是最年轻的，具有人才聚

集、受教育程度高、热心

公益、与新加坡联系紧密

等特点。

理事长：吕韶风

监事长：潘建凯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庄庭燕

副理事长：释传建、王瑞

祥、潘育敏、兰春光、鲁加升

理事：向小鸣、刘荣山、

黄斐澜、江良洲、陈文明

名誉理事长：许巨星

顾问：陈毅明、林大章、

蓝伟光、林璒利、陈小红、陆

镇源、黄章仁

2016 年 1 月，知悉百

岁重病老侨胞林璞玉生活

医疗费用告急情况后，成

立不久的厦门新加坡归侨

联谊会迅速筹集善款近 10

万元解燃眉之急。

新加坡教师林璞玉女

士从 1957 年以来近半个

世纪倾尽家财，先后向厦

门、安溪等多所学校和慈

善机构捐赠现金达 100 多

万元，资助困难学生上百

名。但原支付林璞玉老人

养老、看病费的基金会资

金告急。

会员们迅速赶去养老

院看望，积极筹集善款。

一时间，厦门侨界暖流涌

动，紧接着联谊会和市侨

联、市慈善总会、思明区

侨联共同商讨帮助其安

度晚年的方案，最终发挥

市侨联在市慈善总会“侨

爱心慈善基金”渠道，设

立帮扶林璞玉老人专款，

实现定向帮扶，直至终

老。在老人生命的最后一

程，新加坡归侨联谊会多

位侨友仍然陪伴其右。

吕韶风理事长、潘育敏

副理事长、黄斐澜理事参

与田乾 2017 两岸特色小

镇论坛；发起欧厝南音泥

土计划；陈毅明顾问、潘育

敏副理事长、向小鸣理事、

吕韶风理事长加入厦门市

华侨历史学会。

组团赴新加坡参加新

加坡厦门公会 80 周年庆

典；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去

世，迅速到新加坡驻厦门

领事馆吊唁；新加坡厦门

公会荣誉顾问曾士生率参

访团一行 19 人到访厦门，

联谊会接待并陪同到澳头

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