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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2021 年 8 月，

“厦门市陈嘉庚奖学金”经由厦门

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

理工学院共培养了 110 名毕业

生，其中博士 2名、硕士 18 名、本

科 90 名。

2017 年，厦门市委统战部响

应党中央关于“弘扬嘉庚精神”的

号召，牵头成立了“厦门市陈嘉庚

奖学金”，并由厦门市陈嘉庚教育

基金会提供资金。

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一向

重视华文教育和招收华侨学生。

为了发扬这个传统和为侨服务，

陈嘉庚奖学金目前主要用于资助

“海丝”沿线国家华侨学生和港澳

台地区集美校友后裔来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

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集美工业学校、集美中学等院校

的留学生。奖学金的金额标准为

每人每年人民币博士生 7 万元、

硕士生 6万元、本科生 5万元、大

专生和高中生 4 万元、中专生 3

万元。

近 5年，这 7 所院校根据国

家的有关规定和陈嘉庚奖学金的

招生条件，以陈嘉庚奖学金的名

义，向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

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老

挝、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招收了

1011 名侨生。他们在校期间，经

常到陈嘉庚故居、陈嘉庚公园、陈

嘉庚纪念馆参观访问。

2020 年，享受陈嘉庚奖学金

的泰国留学生还在曼谷成立了

“泰国嘉庚学子联谊会”，在泰国

讲中国故事、嘉庚故事。

（陈嘉庚奖学金工作领导小组

任镜波）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8 月 30 日，厦门市台商

投资企业协会与台企丽宝

生医(厦门)医学检验实验

室签署合作协议，携手推

出两岸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同检服务。在大陆发展的

台商台胞，只需一键下单，

就可以在厦门和台北两地

各检测一次。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

吴家莹表示，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手段，未来一段时间，上百

万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商

台胞，往返两岸进行新冠

肺炎核酸检测将成为常

态。但因为两岸不同的预

约检测机制，加上台湾核

酸检测的费用高昂，给许

多台商台胞带来极大不便

和负担。此次市台商协会

联合台企丽宝生医 (厦门)

医学检验实验室推出两岸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检服

务，就是为了给需要往返

两岸的台商台胞减少不

便、减轻负担。

台商台胞只需在微信

上搜索小程序“丽宝检

测”，点击“检测预约”，选

择“台胞检测服务专区”，

就可以线上下单预约，灵

活选择检测时间，简单快

捷。台商台胞们还可以帮

助台湾亲友线上快速预约

检测，免去家人们在医院

排队等待的时间，降低疫

情感染风险。从费用上看，

目前，台湾各大医疗机构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

在 5000-7000 元新台币之

间，折 合 人 民 币 约 为

1200-1600 元，而两岸新冠

同检服务，定价在 700-900

元人民币，大大降低了台

胞的检测费用。

据了解，去年初，福建

筛选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

作，其中，丽宝生医旗下的

医学检验实验室入选其

中，成为厦门市首批指定

核酸检测机构，也是福建

省首家获准开展核酸检测

的台资机构。 （詹文）

本报讯（通讯员阮彬彬）

日前，厦门市侨联党组书

记、主席陈俊泳，党组成

员、秘书长杜瑞田一行到

省级“侨胞之家”示范

点———思明区鹭江街道

侨联开展调研。思明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金季

昆，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红

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鹭

江街道的“侨联加油站”、

侨胞阅览室、多功能活动

室等，通过翻阅侨联工作

台账资料，深入了解“侨胞

之家”、楼宇侨联等建设情

况。

苏枫红介绍了思明区

侨联工作概况。截至目前，

区、街 11 个“侨胞之家”全

部获评省级“侨胞之家”，

其中 4 个街道侨联获评省

级“侨胞之家”示范点，1个

街道侨联获评全国侨联系

统优秀“侨胞之家”。

金季昆对区、街侨联

始终坚持党建带侨建，工

作紧跟时代要求，开拓创

新向上发展，新老侨传承

践行初心使命，为思明区

发展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给予高度赞赏。

陈俊泳充分肯定了

区、街侨联的工作成效，

她希望思明区侨联从挖

掘侨乡文化资源、积极引

资引智、打造高水平侨联

队伍等方面继续努力开

拓。

本报讯为加强对归侨老人

的关爱，传播归侨故事，华侨大

学归根情·情暖归侨侨眷志愿服

务队在暑假期间开展了以“侨爱

社区行”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

动，服务队与华大社区、双阳华

侨农场等社区进行合作，对归侨

老人进行入户探访慰问。

在慰问过程中，志愿者们

与归侨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海外亲

人的工作生活情况。老人们对

志愿者们的探访慰问表示感

谢，倪秀莲老人用印尼特色美

食招待前来探访的志愿者。印

尼归侨洪木龙对青年学子寄予

厚望，希望年轻人努力学习专

业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

量，同时发扬侨校特色，铭记侨

史，传播归侨故事。

据悉，华侨大学归根情·情

暖归侨侨眷志愿服务队由泉州

市侨联、厦门市侨联与华侨大

学团委联合指导成立，始终秉

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与泉厦两市侨联

一起，维护侨益，温暖侨心。服

务队涵盖境内外学生成员，定

期对归侨入户探访，举办特色

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曾

入选第五批福建省大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荣获“福建省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校长特别奖”等

奖项。 （张笑嫣 简佳琰）

宁德市设立

定居台胞扶贫济困
配套补助专项资金

本报讯 据宁德市台联消息，宁德市定居台胞扶

贫济困配套补助专项资金被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市

本级财政将参照省级定补专项发放标准给予宁德市

定居台胞按照 1:1 比例配套补助。

宁德市台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配套补助从

2022 年开始执行，届时宁德市定居的困难台胞、老

龄台胞每月领取的补助将实现翻倍。

福建省定居台胞扶贫济困配套专项资金于

2008 年设立，包括困难台胞、老龄台胞生活补助。

2016 年起，福建执行发放新标准，即：困难台胞每人

每月 200 元；老龄台胞中，有退休工资的每人每月

200 元，无退休工资的每人每月 300 元。 （邱红）

福州市鼓楼区举行

“海外引资引智顾问”聘请仪式
本报讯 8 月 25 日下午，由福州市鼓楼区侨联、

鼓楼区商务局联合主办，福建海峡法律研究院有限

公司、欧洲新侨协会承办的“鼓楼区海外引资引智顾

问”聘请仪式在鼓楼区委统战部会议室举行。

座谈会上，海外侨领代表共叙乡情、共话发展。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祥华

表示，受聘“海外引资引智顾问”既光荣又加深了自

己的责任感，他将发挥自身人脉优势，向海外讲好鼓

楼故事，促进引资引智工作。美国福州十邑同乡会常

务副会长张立在发言中表示，他将加强与海外华侨

华人、留学生的联系，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着力推

介针对华侨华人回归创业的优惠政策和项目，为鼓

楼引资引智做出努力。乌兹别克斯坦福建商会会长

陈建崇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创业论坛和招商活动平

台，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落户鼓楼。

此外，鼓楼区侨联还组织了“海外侨领逛鼓楼活

动”，带领海外侨领一行考察参观了镇海楼福州古厝

展示馆、冶山春秋园，以及位于三坊七巷的海外华侨

华人社团鼓楼区联络点，听取资深律师作《法律与侨

文化》专题演讲，深入了解鼓楼区丰富的人文史迹和

华侨文化，感受鼓楼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王梅娟）

本报讯（通讯员 沈慧）近日，梧村街道侨联在滨中社

区召开 2021 年侨联工作推进会，现场组织街道社区侨

联委员、侨务干部参观滨中社区建设示范点。会议传达

学习中国侨联十届四次全委会会议精神，并部署街道侨

联下半年重点工作。

一是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基础，弘扬文化凝聚力量。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史学习

教育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进一步统一侨界

思想、凝心聚力、传播中华文化，把握重要内涵与侨联工

作实际紧密结合。

二是持续完善基层侨务工作，加强侨联队伍建设。

围绕“提质、提效”的目标，精心打造幸福和谐的侨胞活

动基地，争创全国优秀“侨胞之家”，为辖区内归侨侨眷

提供文化学习、艺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三是持续创新为侨服务理念，拓展侨联工作空间。

心系侨界，通过把优质资源配置到社区“侨胞之家”，提

升基层为侨服务的功能，让为侨服务更有温度，增强广

大侨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2021 海峡

论坛文创 IP 设计大赛 8 月 26 日在厦

门市思明区两岸青年心家园启动，将面

向两岸征集以“海峡论坛”为主题的文

创作品。

本届海峡论坛文创 IP 大赛，在经

过精心评选后，最终将评选出 3 件作

品，在今年底的“海峡媒体峰会”上，由

两岸媒体老师们共同投票，决选出一、

二、三等奖。

主办方称，未来将围绕获奖作品衍

生创作更多的海峡论坛文创 IP 产品。

为深化海峡论坛在两岸民众心中的形

象，让海峡论坛文创 IP 衍生品成为“代

言人”，走进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今年

的 IP 设计大赛聚焦海峡论坛的 IP 形

象。

在启动仪式上同期举办的“大咖分

享会”，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录制视频

的方式参与)、吴家莹、李炯毅等嘉宾进

行了分享。吴家莹称，要传承与创新并

进，用海论精神来让两岸的关系有进一

步推进。

启动仪式结束后，嘉宾还参观了两

岸青年心家园的两岸人才会客厅、两岸

青年百匠馆、两岸共同记忆馆，了解两

岸青年全心全意共建融合家园的心路

历程。 （杨伏山）

本报讯 8月 20日，华侨博

物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型图片展》主题展览圆满结束。

该展以毛泽东生平事迹和思想

风范为主线，采用编年和专题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救国救民之

路”“奠基立业、建设和探索之

路”“外交风云”“实现中华民族

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大团

结”四个部分的内容，全面展示

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此次

展览是华侨博物院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内容

之一。自6月 29日开始，共接待

超过40个团组近 1万名观众。

梧村街道侨联

召开 2021 年侨联工作推进会

八闽侨声

厦门创新推出两岸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检服务

厦门市侨联调研省级“侨胞之家”示范点

2021 海峡论坛

文创 IP 设计大赛启动

聆听归侨故事
华侨大学志愿服务队
开展暑期实践活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题展览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