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社长 /总编：林希 责编：黄佳畅 美编：蔡晓伟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78号华建大厦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256号 -260号 3号厂房）印刷经营许可证号：闽（2020）印证字354400017号 定价：99元 /年

总第 期
2020年第 40期

2020年 10月 23日 本期 8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CN-35（Q）第 000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厦广 2010003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10

月 18 日、19日，省委副书记、市委

书记胡昌升带队到北京招商，专程

拜会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铁集

团、中国五矿，密集走访部分央企

和知名民营企业，积极推进投资合

作和项目对接，以招商不停步推进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

胡昌升与中国民用航空局党

组书记、局长冯正霖进行座谈，对

中国民用航空局一直以来支持厦

门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厦门将严

格执行民航局的各项指令，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最大限度防范境外输

入风险，稳步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希望民航局

继续支持厦门国际航空枢纽的规

划建设和民航业的发展。冯正霖对

厦门航空业的发展表示充分肯定，

认为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航

空业发展快速健康，态势良好。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厦门承担了

外防输入的重要任务，表现突出，

成绩可圈可点，为疫情防控、国际

航班不断航、复工复产作出很大贡

献，为全国民航业的快速复苏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

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等任务。

胡昌升感谢国铁集团对厦门发展

的关心支持，希望国铁在国家中长

期和“十四五”铁路网规划中继续

支持厦门铁路枢纽规划，并进一步

深化在高铁供应链、高铁物流、站

城一体化融合开发等方面的业务

合作。国铁集团副总经理黄民表

示，厦门在区域铁路枢纽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国铁将继续支持厦门

的铁路线网规划和建设，服务厦门

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厦门对内

地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

央企中国五矿2020年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 92位，在厦基建项

目规模达95亿元。胡昌升走访中

国五矿，就推动厦门市与中国五矿

达成战略合作、推动基金合作等进

行商谈。胡昌升说，希望中国五矿

与厦门建立更加紧密合作，在节能

环保、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城市建

设、贸易物流、国际产能等方面形

成更多合作成果。中国五矿董事

长、党组书记唐复平说，特区建立

40年来，厦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未来潜力巨

大，五矿对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取

得共赢充满信心。

胡昌升一行还走访了字节跳

动、美团、华彬集团等多家央企、知

名民企，主动上门招商，深入对接洽

谈，真诚推介厦门，推动意向合作项

目早出成果。胡昌升表示，今年是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站在新的起

点，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在更高起点上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希望大家

与我们携手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

厦门将为来厦发展企业提供全链

条、全周期、全天候的服务保障。企

业家们充分肯定厦门的营商环境

和发展前景，并表示将把握特区发

展机遇，进一步加强与厦门的对

接，深化拓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市领导黄强，有关区和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招商活动。（詹文）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10 月

19 日，厦门市侨界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

30 周年座谈会暨专题报告会在厦

举行。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

示精神，回顾《保护法》颁布 30 年

来厦门的侨务工作成效，探讨如何

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

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主持会议，

省委统战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市人

大侨外委主任王春生，市政协港澳

台侨委主任胡政兴，致公党市委主

委徐平东，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庆

军、陈俊泳，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

邓飚，各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以

及市统战系统涉侨单位负责人逾

100 人参加会议。厦门大学、华侨

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党

委统战部负责人应邀到会。

专题报告会上，省政协港澳台

侨委员会副主任冯志农为大家作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

工作的重要论述，开创新时代侨务

工作新局面”专题辅导报告，就习

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关于侨

务工作 10 个方面重要论述，加强

侨务工作法制化建设、依法维护侨

胞合法权益，树立大统战格局、开

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等进行

重点解读。

张毅恭表示，30 年来，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和上级统战部门指导

下，全市各级统战侨务部门坚持为

经济发展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

统一，认真贯彻落实《保护法》，在

维护侨益、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助推了全市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就下一步做好侨务工作，张毅

恭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和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东汕头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

分发挥厦门重要侨乡优势，进一步

打好新时代“侨牌”。要坚持政治引

领，着力凝心聚力，认真总结贯彻

落实《保护法》30 年经验；要加大

依法护侨力度，着力维护侨益，落

实好各项惠侨政策，促进侨界和谐

稳定；要注重发挥侨资侨力，着力

服务中心大局，争取一批侨界中坚

后备力量，以侨引商服务全市招商

引资；要强化工作合力，着力推动

全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为侨服务工作层次和水平；要提

高干部素质，着力高素质专业化侨

务干部队伍建设，努力为厦门率先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凝聚海内

外最广泛的磅礴力量。

本报讯 备受市民关注

的厦门地铁 3 号线南延段

又有新进展！近日，厦门地

铁官方网站发布了《轨道交

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对外公布南延段具体

走向及 5个站点设置。

该报告书显示，轨道交

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位于

厦门市思明区，南起沙坡尾

站，北至厦门火车站，线路

由南向北串联了沙坡尾、厦

门大学、世贸、厦大白城片

区以及曾厝垵、厦门火车站

片区。线路全长约 8.292 公

里，主要沿民族路、大学路、

环岛南路、龙虎山路敷设。

3 号线南延段共设站 5

座，均为地下站，其中换乘站

1座，在沙坡尾站与规划7号

线换乘。标准站 4座（厦大南

门站、厦大白城站、曾厝垵

站、上李新村站）。最大站间

距3.653公里（上李新村站～

厦门火车站），最小站间距

0.762 公里（曾厝垵站～上李

新村站），平均站间距为 1.73

公里。

地铁3号线起于厦门火

车站，止于翔安机场站，全长

36.7 公里，设车站 26座，于

2016 年 8月全线开工。3号

线南延段工程南起沙坡尾

站，北至厦门火车站。轨道交

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在《厦

门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调整（2016-2022）》中定位为

覆盖世贸商业圈、辐射曾厝

垵、串联上李新村和厦大白

城片区，是本岛西南沿岸的

客流疏解线。线路均采用地

下线，且基本沿已建成及规

划的城市道路走行。3号线南

延段工程对缓解本岛南部热

点旅游客流，以及世贸、厦

港、曾厝垵片区大量通勤交

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10月

15日，第十六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

会（以下简称“海图会”）在厦开幕。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邢善萍，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

林，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张

泽辉，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

辉跃，厦门市副市长林建，福建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

权局）局长肖贵新及台湾图书出版

事业协会理事长代表曹原彰等两岸

嘉宾出席开幕式。

邬书林在致辞中表示，本届海

图会既是对两岸出版产业的集中

展示，也反映了两岸出版界携手同

心、共同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希望

两岸出版界携手担负起文化使命，

谱写产业发展新篇章。

本届海图会展馆总面积 21000

平方米。主会场设在厦门翔鹭国际

大酒店中庭，展区面积 3700 平方

米，400 家来自两岸的出版社携新

书、畅销书和精品书参展，约 10 万

册图书“一站式”展陈，总码洋达

1300 多万元，邀请到全国 300 家高

校、公共图书馆和书商参展参会。

展会期间将举办两岸出版业成果

展示、出版物销售、版权交易和两

岸出版高峰论坛暨第二十五届华

文出版年会等专业交流活动。一批

出版产业银企合作、IP 版权授权、

港台文献资源建设合作项目等也

在本届海图会上成功签约。

海图会既是两岸图书业者交流

合作的产业盛会，也是一场全民阅

读嘉年华。本届海图会在惠及两岸

读者方面作出新探索, 首次在两岸同

时设立分会场，创新搭建线上线下海

图会平台，推出大力度购书优惠活动，

邀请两岸读者共享文化交流果实。

本届海图会由厦门市人民政

府、福建省新闻出版局、中国出版协

会和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台湾

图书发行协进会、台北市出版商业

同业公会主办。海峡两岸图书交易

会自2005 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两岸

最具影响力的专业书展和两岸文化

交流的重要品牌。 （郭睿汪凯）

胡昌升带队到北京招商

厦门地铁三号线
南延段 5站点详细位置公布

起自成功大道与演武

路路口，车站沿民族路敷

设，在成功大道南侧设沙坡

尾站。

出站之后线路下穿艺

术西区后转向大学路，在演

武路与大学路交叉口，设厦

大南门站。

出站后沿大学路向东敷

设，下穿演武大桥后，继续向

东沿环岛南路敷设，在胡里山

炮台北侧设厦大白城站。

出站后线路继续沿环

岛南路敷设，之后线路向北

转入龙虎山路，在曾厝垵北

路交口北侧设曾厝垵站。

出曾厝垵站后，线路继

续沿龙虎山路向北敷设，绕

避环岛干道高架桥桩后，在

岷厦国际学校南侧设上李

新村站。

出站后线路向北下穿

万石山风景区，接入厦门火

车站。

链接

3 号线南延段线路走向及站点设置

厦门市侨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颁布 30 周年座谈会暨专题报告会举办

第十六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开幕
两岸 400 家出版社携 10 万册图书参展

习近平在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之际

肯定华侨贡献重要讲话

引起厦门侨界广泛热议

侨与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 40年

2020“嘉庚精神宣传月”在厦开启：

与时俱进弘扬嘉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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