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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柯雯靖）

9月 9日下午，菲律宾华青商

会会长王名渠率团来厦拜会

致公党厦门市委，受到致公党

福建省委副主委、厦门市委主

委徐平东热情接待。

徐平东首先介绍了中共

厦门市委市政府在防控新冠

疫情和复工复产中的各项举

措，特别是致公党市委助力

疫情防控所取得的成效。徐

平东对菲律宾华青商会积极

融入住在国、大力建设汇通

全菲青年华人的商业资讯交

流平台和疫情期间专注公益

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许。他希

望菲律宾青年华侨华人多回

国考察，促进双向投资、合作

共赢；并通过自己的所见所

闻，讲好中国故事。

王名渠感谢致公党市委

在抗疫中给予菲律宾华侨华

人的帮助，他希望通过交流，

进一步加深友谊、共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李卫红）

9 月 1 日上午，同安区侨

联在同安会堂举行第三十

八届“柯朝阳奖学金”颁

奖仪式，同安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林进柱，区教

育局副局长戴秀珍应邀出

席，区侨界代表及获奖学

生参加颁奖仪式。柯氏家

族代表柯定方亲自为获奖

学生颁奖，区侨联主席林

一亭主持。

获得本届奖学金的分别

是理科学生陆子铭、赖兴琦、

杨都贝儿和文科学生陈晓

蔚、廖吟潇、蔡瑜曾。

颁奖仪式上，被清华大

学行健学院录取的陆子铭同

学代表获奖学生发言，他说：

奖学金，不仅是表彰优秀，肯

定努力，更是激励后人，召唤

奋斗，并号召同学们一起，在

未来求学的路途上，秉承柯

老先生敢闯敢拼的气魄，保

有对祖国的爱与热忱，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征服属于自

己的星辰大海。

柯定方在颁奖仪式上

勉励获奖的优秀学子们自

强不息，立志成才，希望他

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

本领，在学有所成时，不忘

报效祖国，回馈社会，为建

设家乡做贡献，做爱心的传

递者。

林进柱在颁奖仪式上

发表讲话，他对获奖学生提

出希望：志存高远，放眼未

来；努力学习，全面发展；珍

惜荣誉，心存感恩。面对美

好岁月，要有饮水思源、懂

得回报的感恩之心，要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谨记

柯氏家族的关爱，以实际行

动回馈社会，勇于承担建设

祖国的重任。

“柯朝阳奖学金”是

1983 年柯朝阳个人捐资设

立，奖励同安县每年高考文、

理科各前五名优秀学生，这

是同安解放以来第一个由

个人创办的奖学金，在全县

首开捐资奖学的先河。柯朝

阳逝世以后其子女们弘扬父

亲爱乡精神，柯碧浪等子女

共同捐资 100 万港元，在香

港注册成立“柯朝阳奖学

金”，每年奖励同安参加高考

文、理科各前五名学生并资

助 10名贫困学生，现在奖励

基金已 经 增加 到 500 万

元。2003 年厦门市行政区

域调整后，增加奖励翔安区

中学参加高考文、理科前 3

名学生。迄今已举办 38 届，

有 475 名学生受奖受助，在

同安、翔安教育界和侨界影

响深远。

本报讯（通讯员林晖琳）思明

区侨联青委会近日组织成员前往同

安区五显镇，签订城乡帮扶文明共

建协议，开展互学、互帮、互促活动。

五显镇副镇长徐文托和三秀

山村第一书记辜勇志向思明侨青

介绍了三秀山的发展现状和未来

规划，大家各抒己见、共谋出路。同

时结合“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纪

念活动，邀请老兵们给侨青重温抗

战历史。

思明区侨联青委会会长魏剑

与三秀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李江阳签订了共建协议，思明

侨青将发挥人才、技术、资金、信息

等方面的优势，帮助乡村开展教育

培训咨询和文体活动，活跃乡村文

化生活；为产业项目提供人才、信

息、技术等支持，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结对帮扶特殊困难群体，促进

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魏剑表示，思明侨青愿凝心聚

力、汇集侨智，为厦门“岛内外一体

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

道，今年受疫情影响，来到

2020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 (简称

“厦洽会”)的台湾展商减少，

但会场依旧不缺乏“两岸元

素”，大家纷纷寻商机。厦洽

会不仅吸引了台商、台企前

来，也成了大陆各地招揽台

商的平台，各省市来闽招揽

台商，凸显了福建打造台胞

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成效。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

家莹认为，大陆各地发展迅

猛，扎根厦门几十年的台企，

也开始谋划以厦门为据点，

向省外拓展，西进内陆发展。

“许多台企用人需求量大，像

是河南省的人口红利依然持

续，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落

地发展，有机会的话，台企也

可拓展至广阔的中西部省份

投资兴业。”

台商、台企的投资热情

还体现在签约项目上。记者

了解到，此次展会河南有 31

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投资

总金额达 275 亿元人民币。

其中，台湾现代农业循环经

济综合园区等 5个项目进行

现场签约，涵盖装备制造、电

子商务、现代农业等领域。全

国台企联华中区秘书长、郑

州市台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林

士钦深耕河南 23 年，他向与

会嘉宾分享了发展经验，河

南未来将重点在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

医药、绿色食品、纺织服装、

文化旅游等领域与闽台深化

交流合作。

云南省招商引资成果颇

丰，带来了滇中新区工业园

区、无人机研发及生产基地、

德宏州农旅小镇、怒江州新能

源汽车等建设项目与台商、闽

商进行精准对接，达成意向合

作16项。 （潘薇陈翠仙）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昌泽）9 月

6 日，立山（香港）集团董事长宋丹

宁带领拓瑞设计集团、美石饰家等

公司高管一行到访集美区，进行商

务考察、寻找商机，与区海外联谊

会、区侨联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

当天下午，宋丹宁一行受到区

委常委、统战部长、海联会会长石

扬，区侨联主席陈群英的欢迎。在

座谈交流会上，石扬介绍了集美区

的产业政策和一流营商环境，欢迎

大家并带着亲友常来集美区商贸

考察、投资置业。陈群英对宋丹宁

在疫情防控期间带头并发动亲友

捐赠 30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热

心帮助从境外代购 337 支额温枪

等紧缺防控物资,表示真诚感谢。

宋丹宁说，父母曾在集美侨校工

作过，父亲现在还任区政协港澳委

员，自己作为区侨联青委会名誉会

长，在感情上特别关注集美区，力所

能及地为疫情防控尽绵薄之力，感

到很高兴。此次“厦洽会”期间组团

商务考察，也是希望能找到商机，助

力集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

进自己的经营业务有更大发展。

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换新LOGO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厦门市留学人

员服务中心了解到，为提升厦门留学人

员服务中心的形象辨识度，更好地向公

众展示厦门服务留学人才工作形象，塑

造厦门留学人才服务品牌，厦门市留学

人员服务中心更换新 LOGO。

自 2020 年 9 月起，中心新版 LOGO

正式启用，原版 LOGO 同时停用，所有

宣传用品、微信公众号、对外宣传等渠道

将同步更新。

新版 LOGO有何寓意？标志名称为

“归鹭”，以厦门首字母“X”为元素，结合

飞舞的白鹭，体现厦门地域特征和文化

内涵。白鹭和地球代表留学人才从世界

各地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服务厦门，象

征留学人才勇于创新拼搏进取的精神，

表达了厦门留学人才服务工作的广阔前

景和美好未来。整体呈“人”字，代表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力”字代表留学人才

全力报效祖国、服务厦门。主体色红色代

表热情和活动，蓝色代表创新与高效。

新 LOGO 的整体比例达到视觉平

衡的效果，反映了厦门的文化元素和底

蕴，充分体现厦门留学人员服务工作“热

情、高效、创新、务实”的服务理念。

本式台胞证到期
台湾居民请换领电子卡式证件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据国家移民

管理局官微 11 日消息，最后一批本式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俗称“台胞证”)将于 9

月 20 日到期失效，所有持本式台胞证的台

湾居民须换领电子卡式台胞证或申办一次

有效台胞证来往大陆。

台胞证自 1992 年 5 月启用以来，经历 3

次升级改版，证件防伪性能和社会化应用水

平不断提升。目前，台胞证已经在社会生活

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为方便台胞来往两岸，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取消台胞

签注政策，台胞持有效台胞证即可来往大陆

并在大陆停居留。为进一步提高证件安全性

和口岸查验效率，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全面启用卡式电子台

胞证，在简化办证手续、拓宽办证渠道、提高

通关效率、优化停居留管理、推进证件便利

化应用等方面进一步满足台胞的新需求、新

期待，为台胞来大陆创业、就业、学习、旅游、

生活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吕嘉捷）

2020 智博会重庆开幕
侨企美亚柏科设置线上展厅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9 月 15 日，

2020 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2020 智博会)在重庆市开幕，侨企美亚柏

科携最新技术成果参展。本届智博会充分应

用线上方式，通过主会场与分会场、线上与

线下、现实与虚拟有机融合，集中呈现全球

智能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美亚柏科作为厦门唯一参展企业，在智

博会设置了 100 平方米展厅。据有关负责人

介绍，美亚柏科此次参展展示了超级计算中

心、特种车辆“虎鹰号”无人机预警指挥车及

“虎鲸号”移动取证勘察车、智能安保机器

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大数据、人工智能

应用的最新成果。

为期 3天的 2020 智博会，聚焦“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主题。在全网实景

直播开幕式暨峰会上，来自全球的嘉宾通过

AR、MR、VR、全息投影等新一代视听技术

线上“参会”，与国内业界人士一道，分享全

球大数据智能化最新成果、未来趋势、发展

愿景。

如果市民对智博会感兴趣，可登录 2020

智博会官方网站(www.smartchina-expo.cn)，

网站包括会议、展示、大赛、论坛、发布、经

贸、英才 7个子板块。通过这些板块，您既可

查阅活动内容、举办日程等信息，也可观看

直播及回放。 （吴君宁）

集美乐安小学百年校庆
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9 月 11 日，厦

门厦华科技有限公司为集美乐安小学的孩

子们送来了 8台总价值 20 万元的教学一体

机，为这所百年学校的教学智能信息化添砖

加瓦。

这是厦门本土企业响应“爱心厦门”建

设号召，践行“嘉庚精神”的生动实践。这批

教学一体机里含有厦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明

星产品”交互智能平板。该设备集高清液晶

显示屏、电子白板、电脑和网络传输等功能

于一体，能帮助老师实现更高效的互动课堂

教学。

据了解，今年适逢乐安小学建校 100 周

年，这所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华侨孙炳

炎接办的学校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人才，从而

备受关注。近几个月，来自厦门各界的涓涓

爱心不断涌向乐安小学。不少校友、企业纷

纷捐赠现金、珍贵物件，帮助学校建设图书

馆。 （崔易）

“ ·”魅力不减台商收获满满
台湾农人新技术很吸睛

思明侨联青委会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立山（香港）集团组团访问集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