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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解基层对

台工作建设情况，推动台

胞台商在厦更好发展，7

月 10 日，厦门市台港澳

办主任刘金柱一行到湖

里区走访，倾听台胞台商

心声，了解各项惠台政策

落实情况。湖里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刘云标，

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台港澳办主任吴丽英等

陪同调研。

刘金柱一行先来到殿

前街道兴隆社区，参观两岸

同胞融合的重要平台和文

化孵化基地———兴隆“四合

院”、便民服务大厅、“兴隆

之家”等。

一直以来，兴隆社区

秉持促进“两岸一家亲、同

胞融合情”的社区治理理

念，把公益行动作为同胞

融合纽带，用管家式的服

务、亲人般的关怀，吸引调

动台胞参与社区治理、小

区治理。

刘金柱对兴隆社区对

台工作经验做法肯定和赞

赏，表示很值得总结推广和

交流学习，同时强调要继续

以“两岸一家亲”为理念，吸

纳更多的台胞参与社区治

理，将台胞融合、惠台政策

等推进落实，加强两岸交流

融合。

随后，刘金柱一行来到

湖里区台资企业厦门益力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董

事长宋茂清的介绍下了解

公司的发展历程及产品研

发。

作为湖里区本土发展

起来的一家台资企业，益

力康从不断延揽研发人才

到开辟多元销售渠道，在

特区发祥地上逐渐茁壮成

长，发展成为集研发和行

销为一体的行业领导企

业。与此同时，益力康热心

公益事业，建立公益组织

“乐活众益栈”并于 2017

年开始慰问和对口帮扶禾

山街道残疾人职业援助中

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彰

显台企担当。

宋茂清在介绍中感谢

湖里区政府长期以来给予

的“保姆式”关照，区政府不

仅帮助益力康解决人才引

进等问题，还加强政策宣

导，引导企业树立正确发展

导向，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刘金柱高度肯定了益

力康多年来的稳步发展和

热心公益所作出的贡献，希

望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和资源，不断做大做强，实

现良好发展。他同时表示各

级政府将全力帮助解决台

资企业在复工复产和增资

扩产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福建省侨联

“闽宁对口协作”访问团

在固原开展扶贫帮困
本报讯据宁夏侨联网站消息，7月 10 日至 11

日，由福建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陈式海率领的福建

省侨联“闽宁对口协作”访问团在宁夏固原考察访

问。访问团先后参观了闽宁协作产业扶贫项目、出席

扶贫捐赠仪式并走访慰问建档立卡困难侨眷。

在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访问团实地考察了

园区建设，详细了解了疫情防控、园区经营以及带

动贫困群众就业情况，并参观了肉牛养殖大棚。陈

式海说，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

农户收入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抓手，作为在宁侨资

企业，融侨(丰霖)肉牛生态产业园要通过不断提高

示范带动能力，努力将肉牛养殖发展成为推动固

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创造就业、带动群众增

收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在西吉县硝河乡新庄村小学，访问团出席了

新庄村小学“福建侨心图书室”、大岔村太阳能路

灯、偏远村级小学校服、贫困大学生助学金四个项

目的捐赠仪式。本次活动共捐赠新庄小学“福建侨

心图书室”项目 30 万元、大岔村太阳能路灯项目

15 万元、西吉县贫困大学生助学金项目 10 万元、

偏远村级小学校服项目 12.4 万元。

在彭阳县，陈式海一行分别走访慰问了 13 户

困难侨眷。每到一处，陈式海与他们亲切交谈，详

细询问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家庭情况，并送上慰问

金。居住在草庙乡草庙村的意大利侨眷常金花今

年 76 岁，独居丧偶，身体患病长年吃药，家中无劳

力、无固定收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式海关切

地询问她的生活和身体情况，还请她向身边的侨

胞和远在海外的亲人转达侨联组织的问候和祝

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

任柴建国，宁夏侨联副主席郑大鹏，固原市政府有

关领导等陪同参加了相关活动。

旅美侨胞献爱心
走进福建南平建阳

本报讯 据福建省侨联网站消息，近日，由美国

福建联合总会驻闽办事处发起，南平市委网信办

协助推进的“精准扶贫献爱心”行动，赴南平市建

阳区水吉镇后井村慰问 10 户贫困居民，这是“精

准扶贫献爱心”行动第 79 站。

美国福建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驻闽办事处

主任、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海外宣传员庄淑好为

贫困居民送上大米、食用油。

慰问结束后，在南平市委网信办主任高天明，

建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寒陪同下，庄淑好一

行参观考察了后井村的宋代建窑，以及建盏厂家。

闽清县侨联调研基层建设

鼓励“云招商”
本报讯 近日，闽清县侨联副主席毛文良带队

前往该县池园镇店前村侨联调研基层侨联组织建

设，了解归侨侨眷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闽清县侨联一行首先查看了池园镇店前村侨

联会所和“侨胞之家”，了解了该村侨联组织机构、

活动开展情况等。村侨联负责人从加强侨联自身

建设、热情接待侨胞、管好侨捐资金、归侨侨眷企

业复工复产等方面汇报了工作情况。

店前村去年以来接受侨胞捐赠，翻修村侨联

会所、修缮祖厝。目前，全村所有归侨侨眷企业均

复工复产。

毛文良充分肯定村侨联共战疫情、复工复产、

接受侨胞捐赠等方面工作。他认为，店前村侨联硬

件设施好，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活动。

毛文良也详细介绍了闽清县的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他建议，在疫情期间可以通过“云视频”“云

招商”等方式进行招商引资。

随后，毛文良一行前往兴成电器有限公司和富

鑫电瓷电器有限公司等侨眷企业参观，深入工厂车

间实地考察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以及人员到岗、资金运转等生产

经营状况，鼓励尽快全面恢复生产。 （林玲子）

本报讯 7 月 11 日是中

国航海日，当天，集美大学、

集美校友总会、集美校委

会代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集美航海校友，相聚于三

明市大田县的“第二集美

学村”，共同参加集美大学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航海

教育 100 周年倒计时 100

天活动。

今年是陈嘉庚创办航

海教育 100 周年。100 年里，

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艰苦

岁月，集美航海教育仍坚持

办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日寇对集美学村进行疯

狂轰炸，经请示陈嘉庚先

生，1931 年，集美学校的水

产航海、商业、农业等专业

辗转迁移至大田，继续办

学。

因此，这里被誉为“第

二集美学村”、战时的福建

“西南联大”，在中国航海教

育史上一枝独秀———集美

水产航海学校是抗战期间

国内唯一一所未停止办学

的航海学校，使战后中国的

航海事业避免了航运骨干

的断层之殇。

据悉，今年 10 月，集美

大学将举办陈嘉庚先生创

办航海教育 100 周年庆祝

大会和校友联欢晚会等系

列纪念活动。

（林桂桢 陈自发）

本报讯 7 月 8 日，菲律

宾漳厦龙同海总会、商会

理事长曾佳龙一行拜访厦

门市侨联，以感谢厦门市

侨联在疫情期间的关爱与

援助。抗疫初期，该会通过

市侨联向市卫健委捐赠 1

万只医疗手套，后期市侨

联向该会捐赠 2 万只防疫

口罩。市侨联副主席洪春

凤、邓飚等热情接待来宾，

并座谈交流。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海

外蔓延以来，很多华侨华

人的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

影响。在疫情日益严峻之

际，厦门市侨联广泛联系

社会各界，连续三次向海

外侨社捐赠非医用防护口

罩和其他防疫物资，助力

海外乡亲抗击疫情。据不

完全统计，截止 5 月中旬，

厦门市侨联共向海外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 个社

团及有关机构进行捐助，

累积捐赠口罩 107 万个，

及时帮助海外乡亲渡过难

关。

本报讯 日前，厦门市台联

会同市台办、市教育局等单位，

为在厦台胞(台商)子女 2020 年

秋季入学提供“一站式”服务，现

场吸引了超过 150 名在厦台籍

家长及子女参加。厦门市台联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台胞(台商)

子女入学的报名率与往年持平，

并未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厦门市台联继续采

用网络报名备案的形式，在厦

台胞 (台商) 子女有入学需求

的，家长到现场后，只需向市

台港澳办、市教育局及所在区

教育局提交《台湾学生就读申

请表》及相关材料，即可为子

女办理备案、登记、入学等手

续。通过审核后，在各校规定

的报名时间直接带着孩子到

现场报名即可。在厦台胞表

示，通过“一站式”服务，让台

商、台胞家长“少跑腿”，从进

门到办完手续，只需要 20 分钟

左右。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

今年的台商台胞子女入学“一站

式”办公会现场，根据厦门不同

的辖区划分报名区域，并提醒大

家保持安全距离。厦门市台联还

为台籍家长及子女发放暖心抗

疫包。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受

到疫情影响，没有举办就学政策

说明会，但台联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相关政策，并且“一对一”

地进行政策解读，报名率与往年

持平。

厦门市台联副会长张劲秋

表示，今年的台胞台商子女就学

还是维持往年的就学水平，有

100 多位台湾学生报名。厦门从

打造两岸同胞生活的第一家园

方面来讲，做了很多工作，也有

很多台商、台青在厦门创业就

业。 （潘薇）

本报讯 近日，华侨大学在厦门校区

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统战部关于华侨

大学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徐西鹏任华侨

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吴剑平任华侨大

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因年龄原因，关一

凡不再担任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职务。

此前，华侨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由

徐西鹏担任。徐西鹏是名“老华大”，1992

年 12 月起在华侨大学任教，2017 年 9 月

起任华侨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直至此

次调整。

吴剑平 1987 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

系，毕业后留校工作，经历多岗位锻炼。

2017 年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后，曾

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主任，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教务长等。

华侨大学直属中央统战部领导，是

中央统战部、教育部与福建省共建的综

合性大学，2018 年入选福建省“双一流”

建设高校。 （应洁）

市台港澳办主任带队赴湖里区调研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访厦

在厦台胞子女入学
享“一站式”服务华侨大学领导班子调整

徐西鹏任党委书记吴剑平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