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闽侨声

本报讯 日前，在福建省侨

联、泉州市侨联指导下，由福建

省侨商会主办、泉州市侨商会

承办、各设区市侨商会协办的

以“抗击疫情·发展经济”为主

题的福建省市侨商会走进泉州

交流活动在泉州成功举办。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翁小杰，

泉州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

万明，泉州市侨联主席陈晓玉，省

侨商会执行会长何优仙，泉州市

侨商会会长周永伟及各设区市

侨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

侨商企业代表等出席座谈会。座

谈会伊始，与会人员一起观看泉

州市招商引资和人才港湾计划

宣传片，进一步了解泉州市招商

环境，以及引才聚才的政策措施。

翁小杰表示，抗疫工作转

向“两手抓”阶段以后，省侨联

积极服务防疫工作大局，助力

侨商企业复工复产，全省各级

侨联积极做好服务侨企工作。

希望广大侨商企业家要在爱

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

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

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

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考

察了福建永信数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信同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晋江三创园牧月科技

无人驾驶汽车项目、福建省三

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球(中

国)有限公司等侨商侨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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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6 日，福建省

侨联十届四次全委会议在福州

召开，贯彻落实中国侨联十届五

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和省委十届

十次全会精神，总结去年以来工

作，部署下阶段任务。

福建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陈式海作工作报告，在总结全省

侨联 2019 年以来工作成效的同

时，重点部署 2020 年下半年工

作任务。

陈式海表示，履行服务经济

发展职能，巩固侨界群众脱贫攻

坚成果，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方面发挥侨力作用；主

动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密

切关注海外疫情侨情动态，多形

式、多渠道与海外侨团侨胞联

系，用心用情关心帮助；创新交

流方式，传承弘扬以“嘉庚精神”

为代表的华侨革命精神。

陈式海指出，持续深化“党

建带侨建”品牌工作，按照“一提

升两完善”目标要求，加强“侨胞

之家”建设，努力将省侨联建设

成为“学习型群团组织、服务型

侨胞之家、奋斗型模范机关”。

会议审议通过《省侨联十届

四次全委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

议》；发出《关于海外闽籍侨胞守

望相助携手“战”疫的倡议书》；

聘任“闽侨智库”特约研究员、成

员；举行《共和国归侨（福建卷）》

赠书仪式。

会议还选举通过有关人事

任免事项，增补邓江等 9 人为省

侨联委员，朱根娣、陈卫良、黄华

春为常务委员，朱根娣为秘书

长。 （吴厚才 李立明 黄新萍）

本报讯 8 月 21 日，市政协

副主席、市农工党主委、市欧美

同学会会长王焱主持召开厦门

市欧美同学会（厦门市留学人员

联谊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长办公会扩大会议，与会成员就

有关议题展开研究讨论，一致通

过了本会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

和规划、本会的组织结构设置及

工作分工的方案。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郑秀文出席会议。

王焱在会上强调，群团组

织要有群团组织的作为，要充

分发动、积极行动、加强联动提

升服务的能力，提升活动的质

量，提升工作的效益，要尊重海

归、深入海归、服务海归，把市

欧美同学会建成党的归国留学

人员事业和归国留学人员个人

成长发展共同向上向好向善的

组织。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宗阁）8

月 17-20 日，学习弘扬“谷文昌

精神”，练就“四力”宣传干

部———2020 年福建侨联信息传

播工作培训班在漳州东山举办，

省侨联党组成员朱根娣出席，全

省各地市县侨联、高校侨联信息

宣传工作人员共 50 人参加，厦

门市侨联和在厦高校侨联以及

厦侨智库均派员参加学习。

会上，主办方通报了 2019

年信息传播工作，表扬信息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闽侨智库

厦大研究中心、厦门市侨联、湖

里区侨联及吴崇伯、关琰珠等受

表彰。会上，还聘任了新一批闽

侨智库成员，厦门市邓飚、王起

鹍、关琰珠、黄霓裳等 8人获聘。

培训班安排了意识形态、网

络舆情、侨情专报、信息化工作、

新闻拍摄、新闻宣传、网评员等

多个专题教学并在谷文昌纪念

馆进行现场讲解。参训人员在课

后纷纷表示，课程贴近实际、贴

近基层、贴近侨联、贴近需求，受

益匪浅。本次系统培训让侨联信

息员掌握了新知识、熟悉了新领

域、开拓了新视野，对进一步做

好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等相关工

作提供了新动力。

本报讯 8 月 26 日上

午，厦门市招商政策宣讲

咨询会在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厦门联络总部举行。

市招商中心副主任马

云从生态优势、开放优势、

创新优势、产业优势、政策

优势、服务优势等方面，对

厦门招商引资情况进行的

介绍，吸引了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代表。“我们有一个影

视行业项目准备落户厦门，

厦门在这方面有哪些政

策？”“我们想引进一项新的

生物科学技术来厦，有什么

好建议？”……中华和平发

展促进会、阿联酋福建总商

会、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等

21家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代

表参会，与各区招商人员，

相关政府部门、园区负责人

等展开深入交流和咨询。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

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海

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

络总部承办。 （卫琳）

本报讯8月20日，由厦

门市海外联谊会主办，厦门

市教育局指导，厦门双十中

学、台中双十中学、香港福

建中学、澳门濠江中学共同

举办的2020“青葱岁月多

彩年华”厦门-港澳台校际

线上艺术交流营拉开帷幕。

“青葱岁月多彩年华”厦

门-港澳台中学校际结对

交流活动自 2018 年起举

办。受疫情影响，今年活动

以线上交流形式开展，四校

师生将以线上视频拍摄、音

乐交流等活动形式，展示海

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的文

化魅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

交流，搭建友谊桥梁。

厦门双十中学副校长

蔡芝禾表示，文化兴则国

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青

年学生们应肩负起让中华

文化继续在海峡两岸及香

港、澳门一脉相传、发扬光

大的使命，期望四校校际

交流活动能达到凝聚共

识、增进友谊、收获成果的

目的。台中双十中学校长

林大钦在致辞中表达了对

同学们的勉励和对活动的

支持。香港福建中学副校

长王道平希望疫情尽快过

去，四校同胞能再次在线

下相聚。

本报讯 （通讯员马春财）8 月 22

日，致公党思明区第三支部金秋助学帮

扶活动启动仪式在思明区岳阳社区举

行，致公党厦门市委主委徐平东，思明

区人大代表、致公党思明区基层委员会

副主委林和平，致公党思明区第三支部

主委程久毅、副主委陈伟立及支部委员

参加活动。

助学帮扶仪式上，徐平东表示，希

望社区困难学生能够通过帮扶活动感

受到社会给予的关爱，并认真努力学

习，用出色的成绩来回馈报答社会。希

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实际行动从

点滴做起，为厦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岳阳

社区党委书记杨雅玲代表辖区内困难

学子感谢致公党多年来对社区的慰问

和关心，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成为社

会有用之才。

为了帮助岳阳社区困难学生，林

和平个人带头捐赠 2万元，致公党思

明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刘军锋捐赠

2000 元，致公党思明区第三支部党员

捐赠 4500 元，共资助困难学生 24 人。

此外，林和平和致公党思明区第三支

部党员还共同为莲兴社区爱心捐

款 2.1万元，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解决

燃眉之急。

据悉，长期以来思明区第三支部

坚持金秋助学帮扶传统，不仅是给困

难学生金钱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激

励他们拼搏努力、奋发向上，将爱心的

种子播种在他们的心中。

本报讯位于泉州鲤城区江

南街道王宫社区的王顺兴信局，

是泉州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

其包括奇园、船楼和书房三处主

体建筑，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是福

建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

年代久远且疏于管理，主体建筑

出现多处不同程度的损毁。近年

来，鲤城区不断加大对王顺兴信

局旧址的保护力度，加固修缮、安

装防火系统、尝试活化利用，让这

座百年侨批局再焕光彩。

清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

1898 年)，泉州王宫村人王世碑

分别在菲律宾马尼拉和故乡泉

州开设王顺兴信局。王世碑过

世后，1928 年，他的儿子王为奇

兴建了奇园，主楼矗立至今，当

年曾是信局的主要经营场所。

去年，鲤城区文化体育与旅

游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辖区所

有文保单位的电气线路情况进

行勘察，发现王顺兴信局旧址的

电气线路布置杂乱，存在火灾安

全隐患。为消除隐患，工作人员

给电线穿上了绝缘“外衣”。“在王

顺兴信局进行电气线路改造提

升，需要注意两个要点，其一不能

在文物本体上乱钉，必须进行技

术处理。其二要与文物风貌相符

合，绝缘材料颜色的选择要庄严

质朴。”鲤城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道。

此外，王顺兴信局旧址还

安装了智慧用电系统，能实时

“在线”监测线路电流、温度等

数据变化。

近年来，鲤城区加大对王顺

兴信局旧址的保护力度。原本，奇

园洋楼三层屋顶的围墙、阳台地

面等处，草木肆意生长，有的植物

根系与墙体融为一体，导致建筑

物出现墙体开裂、屋檐斜板脱落

等情况。今年维护加固工作启动

后，采用了人工整治或化学处理

方法，在清理杂草、树木的同时，

确保了文物不被破坏，院落也一

改以前杂乱的面貌。

“今后，鲤城将探寻活化利用

新模式，力促百年信局恢复昔日

光彩。第三方公司也将在这里开

设展厅，弘扬侨批文化，重点展示

拍胸舞、火鼎公婆等非遗文化。”

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未来，

王顺兴信局旧址不仅是海丝文

化、华侨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历史

遗存，还将成为展示本土文化的

窗口。 （殷斯麒黄凯杰）

泉州百年侨批局再焕光彩

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换届
本报讯 福建省华侨摄影学

会近日在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

福建华侨主题馆召开了第五次

会员代表会议暨“美丽福建 魅

力侨乡”会员摄影作品展。

中国侨联副主席隋军、福

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建勇

为摄影学会新任会长、监事长

授牌，并为摄影作品展揭幕。

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福建

省华侨摄影学会第五届理事

会、监事会成员。中国侨联常

委、福建省政协常委、佳信海坛

控股集团董事长林正佳当选学

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中国华

侨摄影学会副会长、泉州华光

职业学院董事长吴其萃当选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长。

林正佳表示，将不断推动

会员的交流与学会的发展，为

学会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表

示，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自成

立以来，广泛团结海内外华侨

华人、归侨侨眷摄影家、摄影工

作者和爱好者，积极开展具有

侨界特色的各项活动。

本届福建省华侨摄影学

会共有会员 203 名，其中理事

57 名、监事 3 名。聚焦展示新

福建发展成就、良好的生态环

境、美丽的侨乡风光和社会风

貌，本届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

筹备了“美丽福建 魅力侨乡”

———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会

员作品展，呈现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眼中魅力独特、异彩纷

呈的侨乡。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球造成重大影响，我们一直心

系海外侨胞。”陈式海表示，希

望华侨摄影学会广大会员不断

创作反映“乡土情怀”的作品，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为

在抗疫过程中的广大海内外侨

胞提供文化分享礼包。（闫旭）

福建省侨商会走进泉州侨企交流

厦门侨联系统信息工作获表彰

咨询会宣讲招商政策
服务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厦门-港澳台校际
线上艺术交流营开营

致公党思明区第三支部

帮扶困难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