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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希）1 月

13 日，厦门市侨办牵头组

织市“五侨”联席单位前往

著名侨乡泉州市开展侨务

工作学习交流活动。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

主任何秀珍带队，致公党市

委主委徐平东、市侨联副主

席邓飚和市人大侨外委、市

政协港澳台侨委、致公党市

委有关人员一同前往。

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

物馆，“五侨”考察团一行了

解了古代海外交通、海上丝

绸之路以及由此引发的经

济、文化交流活动情况；在

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泉

州籍华侨往海外移民及其

在海外生存的发展历史，令

侨务工作者们深受感触；而

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令人

再次回味侨乡文化。在匹克

集团，考察团看到了侨资企

业的蓬勃发展。考察过程

中，厦门市“五侨”联席单位

的侨务工作者们有感而发，

更进一步交流侨务工作的

心得体会，谋划新一年度的

侨务工作。

据悉，厦门市五个涉侨

部门多年来轮流承办联席

活动，旨在建立各涉侨部门

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进一

步整合侨务资源，形成合力

开展侨务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蔡滢）

1 月 9 日，致公党厦门市

第七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在团结大

厦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

致公党厦门市第七届常

务 委 员 会 2020 年 工 作

报告、致公党市委监督委

员会 2020 年工作报告。会

议表彰“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和个人”、“基

层组织工作先进集体”以

及“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

体和个人”。

致公党厦门市委主委

徐平东代表致公党厦门市

第七届常务委员会作报告。

他指出，一年来，致公党市

委充分发挥侨海特色优

势，切实履行参政党职

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积极响应致公

党中央号召，认捐了 325

个“致公爱心小包裹”，为海

外侨胞、留学生捐赠医用防

护物资共抗疫情。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通过协商

议政、课题调研和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建言

献策。全年通过“党派直通

车”渠道提交呈阅件 4件，

获得市领导批示；在市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交提

案 16 件，致公党市委口头

发言和致公党界别活动小

组提交的书面发言，得到中

共厦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的批示；全年共完成课题

75 项，其中承担中共厦门

市委重点课题 1项；坚持发

挥侨海特色优势开展对外

联络工作，注重涵养侨务

资源，加强对台民间交流

交往，打造“科技帮扶”

“爱心苹果”等服务品

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致公力量。

与会人员分组审议了

常委会工作报告，通过了

《中国致公党厦门市第七届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扩

大）会议决议》。

福州市侨界热议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本报讯 据福建省侨联网站消息，连日来，

福州市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政协会议侨

界列席人士以及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热

切关注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坚持“3820”战

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行动

纲要》，福州市侨联组织侨界谈感想、建良言，热

议纲要，凝聚起投身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侨

界热情和力量。

法国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石忠胜说，《行动

纲要》提出近期重点打造滨海新城、大学城、东

南汽车城、丝路海港城(江阴港城、罗源湾港城)、

福州(长乐)国际航空城、现代物流城等，作为推

动城市现代化的有力支撑，都将不断提升福州

城市的能级和竞争力。

福建省海外归国人员互助发展协会范晓鹏

针对建设“六城”及打响“五大国际品牌”，从华

侨华人及海外留学生角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

建立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数据系统。二是加强

对侨的法律保障，建立专项法律服务团队。三是

加强文化建设，多举办与侨相关的经济文化交

流活动，提高侨界幸福感。

捷克福建同乡会会长吴瑞珍建议，建设“海

上福州”要着重发展海洋牧场，建设海上粮仓，

解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海产品的生活需求。

加拿大华商总会主席、中加福建总商会会

长林金龙表示，海外侨社要站在国际视野的角

度发挥自身优势，带头参与推进机制创新、技术

创新，助力福州的高质量超越发展。

英国福建同乡会理事长肖钦说，《行动纲

要》的出台，让他对福州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憧

憬，对回乡投资兴业有了更坚定的信心。作为长

乐人，他尤其关注福州滨海新城和福州(长乐)国

际航空城的发展建设。

港澳委员侨乡宁德话发展：

当好桥梁推动交流合作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下午，一场涌动着浓浓乡

情的交流座谈会在福建宁德市举行。当天上午

开幕的宁德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共有 12 名港

澳委员参会。

香港宁德市同乡总会常务副会长李哲生，

是参会的香港委员，这已是他第四次参加宁德

市“两会”。2012 年年底，李哲生回乡从事家具设

计及生产，并将香港的设计理念一同带回，突出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李哲生称，近年来宁德发展迅速，未来发展

空间大、商机多，将努力推动宁德与香港在文化

交流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自身也将在教育、医疗

等行业寻找投资机会，实现多元化发展。

上个月，澳门宁德同乡联谊会会长陈言华

带领会员一行 50 余人回到宁德参访考察，感受

宁德变化，推动宁(德)澳(门)两地交流合作。

时隔不到一个月，陈言华再次回到家乡，第

九次以委员的身份参加宁德市“两会”，希望在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成立文化交流中心。

“我们是澳门的宁德人，应与家乡一起发

展。”陈言华表示，希望以澳门宁德同乡联谊会

为桥梁纽带，将澳门的优势和宁德的优势联合

在一起，同时也将对外讲好“宁德故事”、宣传好

宁德。

宁德是福建的侨乡，全市共有归侨侨眷、海

外华侨华人约 47 万人。“与以前相比，宁德的变

化太大了。”英国宁德商会会长陈勇称，宁德时

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汽集团乘用车宁德

基地等项目的落地，为宁德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地处福建东北部的宁德市，近年来培育形

成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

材料等四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集群，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类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大的不锈钢

生产基地。 （叶茂林榕生）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到

来之际，海沧区侨联主席黄

秋霞、名誉主席杨建良陪同

福建省侨联、厦门市侨联一

行走访慰问海沧生物医药

港新侨人才：艾德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立谋、力品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英，向他们致以诚

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由郑立谋教授

于 2008 年回国创办，集肿

瘤精准医疗诊断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

体，同时具备三类体外诊断

产品生产 / 经营资质及独

立临床医学检验资质。目前

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百家大中型医院选择了

艾德产品，每年有数十万肿

瘤患者从中受益。

力品药业（厦门）有限

公司由叶英博士带领的领

军型海归博士团队于 2013

年创建，专注于创新给药系

统及复杂缓控制剂产品的

开发和生产，拥有全球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给药途径

口腔粘膜技术和复杂高难

度缓控释产业化开发技术，

国际国内专利 23 项，其中

独家专利 8项。

郑立谋和叶英不仅将

在海外积累的项目开发、技

术专利及团队管理经验带

回中国，更为生物医药港引

进和培养了一批与国际接

轨的高科技人才，运用核心

技术为海沧和厦门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积极参与社会

治理等公益服务。郑立谋四

次拿下侨界最高荣誉，叶英

获得第七届“中国侨界贡献

奖”，充分发挥了作为生物

医药、健康产业和城市发展

的领军人才的积极作用。

省市区慰问团一致表

示，侨联是海外华侨华人归

国创新创业的重要后援，将

从人才交流、企业培育和宣

传等方面主动服务企业，大

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充分

发挥新侨人才的优势，为新

侨创新企业的发展壮大铺

路搭桥。

本报讯（通讯员 钟巧莉）近日，厦门大

学侨联召开九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暨闽侨

智库专家新春座谈会，审议通过厦大侨联

2020 年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研究部署 2021

年重点工作。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厦门大学

侨联主席程璇，厦门大学统战部副部长秦红

梅出席活动。

程璇回顾了 2020 年侨联工作亮点，通报

了“侨与厦大百年”论坛暨换届工作筹备情

况。2021 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厦大喜迎“百年校庆”、厦大侨联成立 40 周

年。她表示，厦大侨联要牢记职责使命，不断

提高履职能力，更好地凝聚侨心、汇集侨智、

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推进厦门大学“双一

流”建设，助力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

际化”高水平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秦红梅充分肯定了厦大侨联及闽侨智

库厦大研究中心的工作，提出要发挥高校侨

联的独特优势和引领作用，求真务实，开拓

进取，做好论坛和换届工作，把“侨”的优势

激发出来，不断提升侨联的活力和凝聚力。

闽侨智库厦大研究中心顾问庄国土教

授和刘国深教授应邀出席新春座谈会，称赞

厦大侨联专注人才和智库工作，传播弘扬陈

嘉庚精神，正在创造很多亮点。他们希望厦

大侨联继续与省市侨联协同创新，开创智库

工作新局面，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侨

联。

本报讯 1 月 9 日，部分

在厦台资企业的台籍干部

陆续前往厦门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接种了新型冠状

病毒灭活疫苗的第一针。此

次在厦台胞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比照大陆居民完全免

费。台胞表示：身为中国人

非常幸福！

据悉，去年 12 月 15

日，我国正式启动全民免

费疫苗接种工作。随后，国

台办在发布会上表示，当

前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的人

群安排优先考虑进口冷链

物流、口岸、国际和国内交

通运输等感染风险比较高

的人群，这些优先安排人

群包括台湾同胞。大陆新

冠疫苗上市后，同样会妥

善安排在大陆台胞的预防

接种工作。

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疫苗接种现场，台

商陈岱桦在填写知情同意

书、测量体温、询问健康史

后，顺利进入了接种区。护

理人员从冰箱中取出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并介绍了

疫苗的有效期等信息。不

到五分钟，陈岱桦就完成

了疫苗接种，“速度蛮快

的，大概花三十分钟就能

完成整个过程。打针的时

候有一点痛，没什么其他

感觉。”

新冠病毒疫苗推荐免

疫程序为 2针，此次台胞们

接种的是第一针，28 天后

还将接种第二针。据悉，从

厦门市对在厦台商台胞开

放疫苗接种自愿登记以来，

登记人数已超过 470 位。

（陈莼）

八闽侨声

厦门市“五侨”联席单位赴泉州开展侨务工作学习交流活动

厦门大学侨联
研究部署新年重点工作

走访慰问送祝福
亲切关怀聚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