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归侨总会 刘雅煌：如今的

厦门已成为中国国际商贸往来的重

要枢纽、国际资本的重要集聚地、国

家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澳门归侨

总会祝愿厦门经济特区站在新的起

点上经济腾飞，光耀侨乡，携手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

日本爱媛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林

全南：我自家乡来，关注家乡事。我

曾经在厦门工作了 5 年，参与了厦

门特区初创时期的建设。每次从海

外回家，都会为厦门的快速发展和

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自来到日本从事商贸之时起，“厦

门”对于我们一直是一种牵挂，所以

我们积极引进外资到厦门投资办

厂，努力为特区出口创汇做贡献，为

特区建设添砖加瓦。衷心希望厦门

今后的 40 年，在祖国政府的支持和

特区政府引领之下，厦门人民把厦

门建设得更加美好。

澳大利亚厦门商会暨联谊会陈

壬：40 年蝶变，如今的厦门已成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22 年

前我也曾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者之

一，放眼今天，我为家乡 40 年的巨

变深感自豪。

厦门和澳大利亚的渊源可以

追溯到 1848 年。当时，大批福建人

从厦门乘船出发，漂洋过海来到澳

大利亚。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今

日在澳厦门乡亲已是落地生根，英

才辈出。我们旅澳的厦门乡亲除了

参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多元

文化建设，也一定会继续以“侨”为

桥，充分发挥我们的个人优势和资

源，支援、支持厦门家乡的发展，为

中澳友好和合作共赢尽一份微薄

之力。

新加坡同安会馆陈汉栋: 自改

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和中国建立了

越来越密切的双边关系。早年从厦

门到南洋发展的闽南人，在东南亚

开枝散叶。新加坡的闽南人后代不

但在当地发展壮大，也继续保持跟

家乡的各种联系，无论是贸易、教

育、文化乃至亲情，几百年来从未中

断。新加坡同安会馆更发起了世界

同安联谊大会，并被委任为常设秘

书处，这些年来积极推动海外同安

人回乡寻根、投资，深化了海外同安

人跟家乡的感情。看到厦门特区这

40 年来的发展，我相信海外华人都

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

厦门经济特区这 40 年来的发

展经验和成就非常珍贵，值得我们

好好珍惜。祝福厦门经济特区更上

一层楼，也祝福家乡的乡亲，日子过

得越来越幸福美满。

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泰普生

物集团创始人 姚铭锋：以“嘉庚精

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等

为内涵的“厦门精神”，汇聚形成一

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时代精

神。这种精神，一直不断激励着我

们广大来厦创业经商的海外侨胞

和港澳同胞们。也正是在“厦门精

神”的熏陶下，泰普从 2002 年底的

非典、2015 年的中东呼吸道综合

症、2016 年的莫兰蒂抗台抢险、

2020 年的新冠疫情防控再到今年

的“同安疫情”之战，我们都胜利

地走过来了。面对当前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以及未来百年之伊始，

我们将不断弘扬“厦门精神”，脚

踏实地、攻坚克难地走好企业发

展之路。

远是“一盘棋”，近是“一家人”，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秘诀，靠

的就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泰普愿

与各行各业企业家朋友们互帮互

助，同谋发展，共赢未来，不断引领

健康产业发展，早日实现“健康梦、

中国梦”。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

会 翁国宁：厦门经济发展的每一

个瞬间，华侨华人都没有缺席，他

们和经济特区互相成就。多年来，

多伦多华联总会一直将陈嘉庚先

生作为榜样，学习践行嘉庚精神，

在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

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社团

的华人华侨积极为中加两国关系

的改善与发展积极奔走，在促进

两国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友

好交流贡献力量。

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嘉庚精

神”为指引，积极搭建中外人文交流

的桥梁，继续积极发挥投资兴业、双

向开放的重要作用，为经济特区建

设和家乡发展再作贡献。

留学归国人员、厦门大学材料

学院教授程璇：作为一名留学回国

人员，我的成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紧密相联，与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

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让

我成为新侨，厦门特区助我实现梦

想。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深刻

诠释新时期陈嘉庚先生精神和厦

门特区精神的内涵，大力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服

务厦门创新发展战略，打造厦门

新侨人才高地，充分发挥侨联组

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凝聚共识，

汇集侨智，创新创业，为推进建设

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

城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更大的侨的

力量。

2017 年陈嘉庚奖学金获得者

林志祥：我是印尼华裔，2015 年来

到厦门留学进修汉语专业。获得以

嘉庚先生命名的奖学金，对我来说

不只是奖励，更是一种鼓励，是我留

学生涯最难忘的事情之一。在厦门，

我感受到了嘉庚精神的力量，我认

为嘉庚先生是所有华侨学习的榜

样。

厦门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的每一个进步，离不开一批批特

区改革者的励精图治和建设者的艰

苦奋斗。今天，我很高兴能亲自见证

厦门的高速发展。希望再次跟随这

座城市的脚步，感受发展的魅力，见

证改革开放的力量，汲取智慧和经

验，展望厦门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

义国家新征程中的美好未来。

菲律宾厦门联谊会 周宗典：四

十年前，沐浴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春

风，我们的家乡设立了经济特区，

从此拉开了厦门经济腾飞的序幕。

四十年的征程是万里长征的一步，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更加美好的

前程正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相信故

乡人民一定会谱写更壮丽的新诗

篇。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沈雄生：特区明天的发展必将越来

越好，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早日

实现和平统一，中华民族早日实现

伟大复兴。

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 蔡国伟：

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

进。海外侨胞将继续以厦门特区

为舞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新

的契机，充分发挥侨商的桥梁纽

带作用，积极投资兴业，努力谱写

更多春天的故事，创造更多的合

作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

厦门特区和新福建的建设贡献智

慧和力量。

新加坡厦门公会汪家裕：衷心

祝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生

日快乐。新加坡厦门公会努力推动

新加坡和厦门之间各方面的交流

和合作。

北美洲福建同乡会团体联合

会 林兢新：看到厦门经济突飞猛

进地发展，让我们身在海外的华侨

倍感骄傲和自豪，祝愿祖国和厦门

经济特区未来呈现新的卓越和精

彩。

马来西亚槟榔州福建会馆 骆

南辉：四十年来，厦门的经济建设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厦门

和槟榔州地理特征相近，民情文化

相通，合作基础深厚，在此祝愿槟

城和厦门两地在新的历史征程中

继续加强合作，添砖加瓦，再创辉

煌。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 吴清泉：祝

贺厦门经济特区四十周年生日快

乐，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四十年砥

砺奋进，四十载满城繁华，祝福厦

门越来越好，奋勇前行，再创新辉

煌。

菲律宾福建青年联合会 吴永

坚：四十年砥砺奋进，四十年春华

秋实。海外华侨看到了特区四十

年的累累硕果，心潮澎湃，无比激

动。我们心系祖国，情系家乡，期

待厦门越来越好，奋勇前进，再创

辉煌。

缅甸缅北华人华侨福利会 尤

建民：四十年前，厦门经济特区响

应国家政策，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成为沿海地区一颗耀眼的明

珠。作为海外华侨的我们，倍感自

豪。厦门市侨务部门多次助力缅

甸的华文教育事业，海外华裔新

生代也受益颇多。衷心祝愿厦门

明天会更好 ，百尺竿头更上一层

楼，祝全市人民安康幸福。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 蔡鸿

语：祝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

年。

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 蔡罗莎：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四十年的光辉历

程鼓舞人心，祝愿厦门继续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标杆。

再次祝福厦门特区建设 40 周年生

日快乐。

马来西亚同安金门厦门联合总

会 郭明发：祝愿家乡厦门蒸蒸日上

再创辉煌，祝贺座谈会活动圆满成

功。

菲律宾漳厦龙同海总会 曾佳

龙：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伴随

着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四十年。有

幸见证了厦门的飞速发展，我感到

非常荣幸和骄傲，祝福厦门经济特

区更加繁荣昌盛。

坦桑尼亚福建同乡会 蔡清票：

祝厦门经济特区蒸蒸日上，祝厦门

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

新加坡华源会 王泉成：祝贺厦

门经济腾飞再创辉煌，白鹭相伴共

享繁荣。

菲律宾达沃工商会 林俊锋：一

路走来，我看到了厦门翻天覆地的

变化。此刻她风华正茂，此刻她站在

四十年的新起点上，相信厦门必将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再创经济特区新

辉煌。

德国福建商会 郭卓明：四十年

间，厦门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努力

书写春天的故事，从一个海防前线

小岛蜕变为高素质高颜值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长风破浪四十年，跃马

扬鞭永向前，祝福厦门特区 40 周年

生日快乐。

泰国嘉庚学子联谊会：我们身

在泰国，心系祖（籍）国，情系厦门，

祝福厦门越来越美丽，人民生活越

来越幸福。厦门加油，中国加油。

澳大利亚墨尔本厦门同乡会暨

商会：祝福厦门特区建设 40 周年生

日快乐，厦门厦门，世界第一等。

美国闽南同乡联合总会：祝福

厦门经济特区越来越好。中国加油，

厦门加油。

巴西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总

会：旅居巴西的华人华侨遥祝鹭岛

奋进新征程，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北美华人华裔寻根协会：我们

是厦门特区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为

厦门而骄傲，祝福厦门特区越来越

好。中国加油，厦门加油。

美国厦门联合会：热烈祝贺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祝福厦门

越来越好。

加拿大厦门海外联谊会：四十

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深感骄傲

和自豪，我们身在海外，心系祖国，

希望再次与特区同行，与时代奋进，

祝愿我们美丽的故乡厦门越来越

好。厦门加油，中国加油。

澳大利亚华商会：我们为特区

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成就感到自豪，

让我们携手为厦门的发展继续贡献

力量。特区加油，厦门加油。

陈嘉庚先生长孙 陈立人：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成就与广大

华人华侨的关心参与是分不开

的。海外侨胞情系桑梓，踊跃投身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在特区建设

最需要、自己又最能发挥作用的

领域大显身手、施展才华，与厦门

人民一起创造出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为中国改

革开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也以特区发展的“厦门速度”撬动

了城市命运轨线的改变。

厦门是先祖父陈嘉庚先生的

出生地。先祖父怀抱“教育兴国”、

“兴学报国”的信念，从 1913 年

起，回家乡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

厦门大学，他倾尽家资，创办和资

助过的学校达 118 所，为当时尚

处落后的家乡带来先进的教育。

陈嘉庚先生引领了厦门经济社会

的发展，是厦门人的代表，嘉庚精

神，则是厦门这座城市的“精气

神”。

家族成员有幸经历了厦门

这座城市的“长高”、“变大”和

“日新”，见证了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相信厦

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衷

心希望广大华人华侨，继续为

特区添砖加瓦。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 杨毅融：

居港闽籍乡亲既是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也是

重要的贡献者、受益者。我们与厦

门特区同成长、共繁荣。香港厦门

联谊总会已经成为广大居港厦门

人和一切与厦门有缘、关心支持

厦门建设发展的香港同胞之家，

成为厦门与香港经济合作、交流

往来的重要桥梁纽带。成立 28 年

来，香港厦门联谊总会会员在厦

投资涉足多个行业，涌现出一大

批知名企业，成为推动厦门经济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新的征程上，香港厦门联

谊总会将继续秉持“增进乡情友

谊，促进家乡建设”的宗旨，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与祖国同发展共

命运，积极主动联系海外乡亲各

社团，搭建更宽阔平台，一如既往

以厦门所需、香港所能，支持参与

厦门特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

设，更好地回馈家乡故土，为厦门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跨越

作出更大的贡献。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 王钦贤：

厦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

济特区之一。四十年岁月峥嵘，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曾经硝

烟弥漫的海防城市，已成为习

近平总书记赞誉的高素质高颜

值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个缩影，祝贺厦门在新的征

途上再创辉煌。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 苏

建华：四十年来，厦门从一个小渔

村蝶变为全国最宜居的滨海城市

之一，在经贸、航空、港口、教育、

医疗、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很荣幸与大家

共同庆祝和分享这份喜悦。

厦门和澳门“两门”相近又相

通，澳门厦门联谊总会成立 14 年

来，秉承创会宗旨，爱国爱澳爱

乡，扎根基层，服务乡亲，为厦门

和澳门两地人员在经贸、旅游、文

化、学习、投资、科技和学术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和支持。衷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

荣昌盛，祝愿美丽的厦门明天更

加美好。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 高美燕：

港澳同胞是经济特区建设的见

证者，也是参与者、受益者、贡

献者，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

迹的创造者。澳门厦门联谊总

会将继续发挥两地的桥梁纽带

作用，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

新征程做出更大的贡献，祝愿

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明天

更美好。

·

·

围绕侨优势 创造新机遇
广泛凝聚同心筑梦磅礴力量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雪敏通过视频向海外侨胞和港

澳同胞致以感谢。她充分肯定了

侨对特区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和

40 年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

广大侨胞、港澳同胞情系桑梓、心

系家乡，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始终是厦门加快发展的重要参与

者和倚重力量。对于如何进一步

凝聚侨心、发挥侨力、汇集侨智，

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新征程上推

动新时期侨务工作，王雪敏提出

了三点希望。一是更加积极主动

融入厦门的发展。始终心怀“两个

大局”，常念家国，逐梦前行，把自

身发展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特

区繁荣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融通

中外、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的新征程上书写侨

界新的荣光。二是更加积极主

动助力厦门对外交流。积极参

与金砖创新基地、“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发挥政

策优惠，用好平台载体，深化厦

门对外交流合作，加强人才互

动、资本引进、项目对接，携手

共建更加繁荣、更加开放的厦

门。三是更加积极主动讲好厦

门故事。用丰富的事例、鲜明的

视角传递厦门声音，讲好厦门故

事，不断提升厦门的国际知名度、

影响力，大力弘扬嘉庚精神，继承

和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做

好侨界新生代的工作，广泛凝聚

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

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

珍回顾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年来侨的优势作用及取得的丰硕

成果。40 年来，厦门市侨务部门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世界

上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 个海

外侨团建立联系，与 21 个友城的

乡贤加强联络，与 30 多所海外华

文学校、近 50 家海外华文媒体开

展交流。尤其是近年来，厦门市侨

务部门围绕助力“海丝”和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擦亮嘉庚精神金字

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涵

养侨务资源、为侨资企业排忧解

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期待新

的征程上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能一如既往回应新时代，展现

新作为。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始于侨、

兴于侨，广大侨胞是特区建设发

展的先行者、见证者、参与者和贡

献者。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在厦海外侨胞和港澳同

胞情系桑梓、捐款捐物，彰显出

“厦门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厦门”

的感人情怀。厦门市侨办、市侨联

也十分牵挂海外侨胞、同胞防疫，

积极开展助侨暖侨行动，不远万

里传递家乡人民的真切关爱和支

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厦门

各级侨务部门将认真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今年来闽考察时关于“要

更好发挥侨资侨智侨力作用”等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厦门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提出的“把厦门建设

得更加美丽、更加富裕、更加平

安、更加繁荣”的目标，围绕侨的

优势再创新机遇，团结广大海外

侨胞、港澳同胞，凝心聚力、锐意

进取，为全方位推进特区高质量

发展超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厦门篇章贡献

侨的磅礴力量。

分享感受 凝聚共识 汇集侨智
为特区繁荣家乡发展再作新贡献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共话厦门特区建设 40周年

四十年乘风破

浪，四十年春风化

雨。12 月 17 日，在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四十周年之际，厦

门市侨办、市侨联

通过线上线下举行

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庆祝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 40 周年座

谈会，与海外侨领

侨商代表及港澳知

名人士欢聚交流。

18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5 个海外社团

也通过视频发来诚

挚祝福，共同祝愿

厦门特区再腾飞，

谱写更壮丽的新诗

篇。

04/05 2021年 1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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