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7 日上午，在厦

门大学思源谷畔，“华侨之家”改

造落成揭牌仪式举行。

此次揭牌仪式是厦门大学

百年校庆的重要活动之一。中

国侨联副主席隋军，中国侨联

副主席、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

海，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厦门大学侨联顾问洪华生，

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厦门市侨

联主席陈俊泳和厦门大学党委

常务副书记李建发，厦门大学

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孙理

等参加了仪式。

华侨之家在厦大侨联第一

届委员会尤其是主席曾淑萍女

士的努力下，由旅居菲律宾的爱

国侨胞庄中坚、陈卿卿捐资，

1983 年 6 月开始动工兴建，于

1984 年底落成。在当年落成的剪

彩仪式上，时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萧岗称赞：“建成‘华侨之家’是

全国高校侨联中的一项创举！”

四十年来，厦门大学侨联始

终秉承“取之于侨，用之于侨”的

理念，坚持贯彻国家侨务政策，

积极解决归侨困难，热情接待国

内外华侨及侨属来访，为弘扬嘉

庚精神，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9 年，由于“华侨之家”设

备设施老旧、楼宇存在一定建筑

安全隐患，厦门大学决定启动

“华侨之家”的修缮改造加固工

程。在学校国际交流中心的主持

下，经过为期一年半的施工，“华

侨之家”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相

关工程。

厦大侨联主席程璇表示，厦

大“华侨之家”是厦大侨联所有

会员的共同家园，它的改造落成

体现了厦门大学对侨联工作的

大力支持以及对广大归国华侨

的关心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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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月 6 日致信

祝贺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向

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

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

学。100 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

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

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

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

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希望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

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

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

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

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是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

办的大学。100 年来，学校秉承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以

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己任，先后

为国家培养了 40 多万名优秀人

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本报讯 4 月 4 日上午，厦门

大学组织师生前往集美鳌园向

陈嘉庚墓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陈

嘉庚先生爱国爱校之深情和创

办厦大之艰辛。厦门大学党委书

记张彦代表厦门大学向集美学

校委员会赠送书籍《为吾国放一

异彩———厦门大学与伟大祖

国》，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集美校委会主任张毅恭接受

书籍。

张彦表示，厦门大学承载着

陈嘉庚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伟

大理想，寄寓着他“为吾国放一异

彩”的浩然宏愿。嘉庚精神指引一

代代厦大人用理想和信念追求卓

越、争创一流，不断开辟厦门大学

发展新境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岳

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志红，市

政协副主席国桂荣，市委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

集美区委书记何东宁，集美校友

总会会长陈呈，集美校委会副主

任、陈嘉庚纪念馆馆长翁荣标，集

美校委会副主任张志方等出席活

动。

本报讯 （记者许银锑）

3 月 31 日上午，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赴同

安区调研，实地走访位于同

翔高新城同安片区的海辰

锂电研发及智能制造项目，

并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决

相关问题。

张毅恭表示，同翔高新

城作为厦门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新载体，将成为未

来同安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同安的空间腹地优势将

进一步凸显。他强调，要继

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定

期召开联席会，加快推进征

地拆迁、项目开工等工作，

提质提速项目建设；要聚焦

高质量、强化“大招商、招大

商”，着力引进投资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

大项目、好项目，努力实现

新突破。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同安区

区长陈高润以及市资源规划

局、市市政园林局、火炬高新

区管委会、火炬集团、同翔高

新城片区指挥部、市地铁办、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厦门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

人陪同调研。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近

日，厦门第二西通道(海沧隧道)工

程右线下穿兴湖路紧邻敏感建筑

物段最后一模二衬顺利浇筑完

成，标志着海沧隧道二衬全线完

工，也意味着工程项目 32 个重大

风险已全部解除。

所谓二衬，就是第二西通道

开挖后，隧道四面需要加固，二

衬就是对已经加固过一次的坑

道面进行二次加固作业。该段落

施工时，周边有与隧道最小距离

仅 6 米的建筑物，周边房屋老

旧、施工风险较高；沿线小区众

多，协调难度大、控制爆破要求

高，社会敏感度高；上覆管线众

多，有给水管、燃气、军用光缆等

敏感管线；地质条件复杂，为临

海滩涂回填、软硬不均、土石交

界、地下水丰富，与海水连通；浅

埋 - 超浅埋下穿兴湖路主干道，

地表车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须保

持交通顺畅，林林总总加起来共

有 32 个重大风险。

据悉，该段衬砌的如期完成

为后续剩余机电安装提供了保

障。目前，海沧隧道机电、装饰板、

路面、绿化进展有序，为今年上半

年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卢剑豪邓力）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4 月 8 日，国家移民管

理局的 12367 出入境管理

服 务 平 台 ( 以 下 简 称

“12367”) 正式上线运行，当

日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厦

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以下简称厦门出入境)了解

到，针对这一新平台，他们

分别推出细化服务措施。

成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一体化“客服中心”
“12367”是国家移民管

理局打造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针对当前移民管理服务

咨询电话各地号码不统一、

不好记，拨打常占线等不便

利问题，充分运用互联网云

部署和人工智能技术，全面

连接全国边检机关和各地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现有咨询

投诉热线座席，一号接入、分

类受理中外人员提出的移民

管理相关政策咨询、意见建

议等服务诉求，提供中英双

语、“7×24小时”全天候人工

服务，成为全国移民管理机

构一体化“客服中心”。

“12367”还将以分中心

的形式归并到全国边检机关

和各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

所在地的 12345 热线，推进

与 12345 热线平台系统的互

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及时承

接办理 12345 热线转办的专

业问题和诉求，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精

细的移民管理政务服务。

针对这一新平台，厦门

边检总站设话务座席，全天

候受理有关出入境边防检查

业务的咨询。针对福建地区

实际，厦门边检总站的话务

座席还会开通闽南语服务。

厦门出入境

原咨询热线停用
记者从厦门出入境了

解到，随着“12367”的正式上

线，厦门出入境原咨询热线

2262203 正式停用。

原咨询热线停用后，依

旧由负责该热线的厦门出

入境民警、辅警接听“12367”

咨询电话。民警说，“12367”

会自动识别号码归属地，接

通归属地的出入境管理部

门，使用异地手机号码的市

民若需直接向厦门出入境

咨询，可在“12367”前加上

“0592”区号。（薄洁程午鹏）

厦门市委统战部领导调研同安区

12367 出入境管理服务平台上线
提供中英双语、全天候人工服务

厦大侨联与市侨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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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华侨之家”金字招牌更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