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侨务动态 2020 年 11月 13日

编辑：许银锑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八闽侨声

本报讯 (通讯员 阮彬彬)近

日，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

一级巡视员朱柳一行到访厦门市

思明区考察，并确定鼓浪屿侨联

为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基层联系

点，这是厦门首个中国侨联基层

联系点。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张瑶，厦

门市侨联副主席邓飚，鼓浪屿街

道党工委书记郑勇、副书记赵秋

喜陪同参加。

朱柳一行参观鼓浪屿侨史博

物馆，听取鼓浪屿侨乡文化建设

以及鼓浪屿侨联楼提升改造的相

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了鼓浪屿

侨联在深耕侨乡文化，弘扬华侨

精神，深化为侨服务以及拓展海

内外联谊联络等方面所作出的独

特贡献。

他指出，鼓浪屿侨联要建好

“侨胞之家”，根据中国侨联关

于建立联系点的要求，坚持以鼓

浪屿侨乡文化建设为纽带，精心

打造联谊联络“主阵地”；充分发

挥鼓浪屿侨乡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厚

植家国情怀，凝聚海内外侨胞力

量。

鼓浪屿街道侨联主席许一心

表示，鼓浪屿侨联将不忘为侨初

心，勇担时代使命，将鼓浪屿海外

华侨捐建的侨联楼倾力打造成

“侨史博物馆 +侨胞会客厅”，凝

聚侨心侨力，不断为改革开放增

添新动能。

闽清县侨联

学习侨界十杰精神
本报讯闽清县侨联组织机关及乡

镇侨联干部职工 30 余人参观吴孟超

院士馆，学习宣传全国侨界十杰———

吴孟超院士的“三爱”情怀和“四闯”精

神。

吴孟超院士馆位于云龙乡后垅

村，经过两年多筹建，于 10 月 18日正

式开馆。该院士馆以吴孟超“星轨”为

主线，分为前厅、序厅、主展厅、荣誉成

列室、上“星”馆和文创书馆，富有时代

感和科技感。

进入吴孟超院士馆，闽清县侨联

一行通过参观“励志报国、勇攀高峰、

大医仁心、甘为人梯、回报乡梓”等五

个板块，了解到吴孟超的风雨人生和

辉煌成就，感受了“爱党”“爱国”“爱

民”的“三爱”情怀，领悟了“勇闯禁区、

勇于创新、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四

闯”精神。

参观者座谈中认为，吴孟超亲手

挽救超过 1.6万名病人的生命，创造了

许多医学奇迹，为中国肝脏外科医疗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闽清县侨联负责人、副主席毛文

良表示，吴孟超是闽清县乃至全国知

名归侨院士，学习宣传吴孟超院士先

进事迹，有助于打响闽清县侨乡名片。

吴孟超，1922 年 8 月出生于闽清

县云龙乡后垅村，5 岁时和弟弟跟随母

亲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18 岁毅然回

国，立志从医报国。吴孟超是中国肝胆

外科创始人，从医 70多年，97岁高龄

光荣退休。2006年 1 月，获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2010年 7月 26日，国际小

行星中心发布公报，第 17606 号小行

星永久命名为“吴孟超星”；2012 年 2

月，被评为 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林玲子)

本报讯（通讯员 蔡滢）11

月 6 日至 7 日，致公党厦门市

委举办 2020 年参政议政骨

干培训班，致公党厦门市委

主委徐平东出席培训班并作

动员讲话，致公党厦门市委

副主委、市政协副秘书长关

琰珠出席培训班并作闭班式

讲话，各专委会及基层组织

参政议政骨干 50 余人参加培

训。

徐平东肯定了致公党市

委参政议政工作成绩，回顾了

2019-2020 年市委在参政议政

骨干党员的支持下，协商议政

发挥实效，政协履职成果显

著，深入调研提质增效，协商

发言、提案工作、课题调研、

社情民意信息等方面均取得

不俗成绩。结合学习贯彻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徐平东

对参政议政骨干提出学习要

求，希望党员们认真听讲，加

强交流，互相学习借鉴，共同

提高。

关琰珠对与会人员提出三

点希望：一是紧扣中心服务大

局，把参政议政工作着力点聚

焦到党和国家大局以及中心工

作目标任务上; 二是找准问题

切口，加强调研分析，进一步提

高参政履职实效; 三是建言议

政出实招，熟悉情况，言之有物

言之有据。

为了加强参政议政骨干

对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的了解，增进对国情省情市情

的掌握，进一步提高社情民意

信息撰写水平，培训期间，致

公党市委邀请厦门市发改委

副主任、二级巡视员傅如荣作

《十四五：新阶段新理念新格

局》讲座，安排市委宣调处干

部蔡滢作《社情民意信息知识

讲座》，还特别邀请了陈雪、林

军、汤惠华、张行四位参政议

政骨干党员交流信息工作经

验。

党员们纷纷表示，本次培

训班课程既有对国家五年规划

和远景目标的解读，又有对厦

门今后发展战略的权威分析；

既有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入

门辅导”和“进阶指南”，又有参

与信息工作的心路历程和实录

分享。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有

助于提高党员骨干对参政议政

工作的意义把握和方法研究，

进一步提升政治理论素养和履

职尽责能力。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代表考察岛外新城
本报讯为使海外华侨华

人加深对厦门市跨岛发展和

海岸经济发展战略的认识与

理解，11月 5日，海外华侨华

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组织入

驻社团负责人、代表及相关

侨界代表一行 40 多人前往

集美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参

观考察。考察团由厦门市侨

联副主席邓飚带队。

考察团首站来到集美新

城体验馆参观，通过声、光、

电结合的现代多媒体科技手

段，感受和了解集美新城西

亭中心区、软件园三期、机械

工业集中区、杏林老工业区

等重点模块发展历程、招商

情况、园区环境等。

站在位于 43 层的体验

馆俯瞰集美新城，考察团纷

纷称赞厦门“城在海上，海在

城中”的壮美景象。据介绍，

集美新城自 2010 年 2 月奠

基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十

年集聚成城”的建设目标，各

项涉及民生的市政设施、公

建配套项目也逐步建成投用

或快速推进。

考察团第二站来到环东

海域新城暨现代服务业基地

片区指挥部，听取指挥部副

总指挥陈江生对环东海域整

体规划、建设发展介绍，并参

观了沙盘展示区。

环东海域新城地处厦门

市几何中心，总投资超过

2000 亿元，承担着厦门由岛

内转向岛外、产业持续优化

转型升级的重任，是厦门市

规划面积最大、海湾最美、产

业最全的滨海新城。新城依

托美峰、丙洲两个现代服务

业基地，新城工业园、火炬产

业园以及翔安数字产业园等

五大园区支撑，形成了集信

息研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

务业“三位一体”的产业体

系。目前，作为环东海域重点

打造的标杆产业园区———厦

门银城智谷也在紧锣密鼓建

设中。

考察团表示，在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之际，参

加这次考察活动意义非凡，

印象深刻，集美新城、环东海

域新城的建设彰显了厦门

“特区速度”，也让我们感受

到厦门加快推进岛内外一体

化建设的战略构图和宏大气

魄。

考察结束，部分侨团代

表提出对环东海域新城的文

旅项目颇感兴趣，希望后续

做进一步对接。

厦门市与集美区侨联

青年委员联合走访侨企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昌泽）11月 5日，

厦门市侨联青年委员会组织走访集美区

会员企业，集美区侨联青年委员参与活

动，双方在参观走访和座谈交流中加深认

识，缔结友谊，凝聚共识，激发在奋进新征

程中勇当排头兵的热情。

当天下午，由市侨联兼职副主席、青委

会会长庄顺茂，青委会轮值共同会长杨建

良、潘平辉带领市、区两级侨联青年委员

共 30人，先后走访了副会长陈进贤企业

晋华和佐（厦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秘

书长庄庭燕所在企业三达膜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并组织座谈交流，集智加强侨青

会建设和促进会员企业创新发展。

在晋华和佐（厦门) 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会员们围绕所从事的电子商务、国际

贸易、工程设计、水处理、食品生产、房地

产开发等行业的合作与互补，进行探讨交

流。陈进贤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新

冠疫情常态化下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并带领实地参观食品生产全流程。

在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总经

理方富林介绍了公司成为国际知名膜技

术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在新加坡和科

创板上市的发展历程。副总裁兰春光表

示，公司创始人蓝伟光博士是新加坡籍侨

胞、新加坡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自己也

是厦门市新加坡归侨联谊会副理事长，一

个“侨”把大家紧紧相连，一个“青”，更突

显了活力和潜力，希望加强联系，促进共

同发展。

参观走访行程满满、收获多多。大家

积极献计献策：“要组织起来，活动起来；

您来做，我来帮。”“侨青会有活力，要高举

嘉庚旗帜，传承弘扬出去，大家合作共

赢。”“不能关门自己搞活动，要拓展海外

资源，海外力量不可低估，与海外青年联

合会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会长杨建良

有感而发，“走访活动，变成联席会。侨联

青年委员都是年轻人，分布在各行各业各

界别，要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创新，积极投

身社会经济发展，在奋斗“十四五”、奋进

新征程中勇当排头兵。”

同安区侨联完成换届
林一亭连任主席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卫红）11月 3

日，同安区第十三次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在同安会堂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新

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越南、

柬埔寨、意大利、美国、法国、德国、奥

地利、泰国、缅甸、日本、南非、阿根廷、

加拿大及香港、澳门、台湾等 21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51 名归侨侨眷代表、特

邀代表参加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和领

导班子，林一亭连任主席，李卫红、叶

水龙、李添水、禤达明当选为副主席，

曾明辉当选秘书长。大会还聘请 126

名海内外名誉主席和 26 名海内外顾

问。

大会听取林一亭所作的题为《高

举爱国主义旗帜，凝聚侨心侨力，为

富美同安建设作贡献》工作报告，总

结五年来同安区侨联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为侨服务、维护侨益、拓展海

外联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工

作所取得的成效，并提出今后五年区

侨联工作目标任务：充分发挥侨的优

势，主动服务厦门同安发展大局；加

强侨联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为侨服务

的能力；立足依法维护侨益，践行为

侨服务宗旨；坚持“两个并重”“两个

拓展”方针，拓展海外联谊，传播中华

文化。

同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进

柱提出，新一届区侨联班子要把握侨

联工作时代主题，开拓进取，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展现新作为。要发挥独

特优势，主动融入富美同安建设发展

大局；要牢记初心使命，提升为侨服

务本领；要加强自身建设，促进侨

联工作新发展；要最大限度凝聚侨

界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厦门市侨联

副主席洪春凤希望同安区侨联要在

发挥侨联优势、融入中心工作上下功

夫；要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

为侨服务上下功夫；要在深化改革

创新，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上下功

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