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承办 11 届两岸侨联和平

发展论坛、海峡两岸暨港澳侨界

圆桌峰会。

●法顾委每月定期举办“法律咨

询日”活动，为侨界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迄今已连续举办

17 年 200 余期，协调受理涉侨案

件 500 余件。

●迄今，市侨联已向中国侨联成

功申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

基地”5 家：陈嘉庚纪念馆、华侨

博物院、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

厦门老院子景区、青礁慈济宫。

●连续举办 20 多期海外青少年

夏令营。

●连续11年开展”爱心惠侨”活动。

●自 2011 年至今，共举办 11 期

“侨青侨商助学”活动，捐助学生

454 人次。

●举办 8届侨界联欢节。

●举办 11 届厦门市侨界健步行

活动。

●举办 19 届侨界业余羽毛球友

谊赛。

弘扬嘉庚精神
多年来，市侨联坚持弘扬嘉

庚精神，积极组织归侨侨眷、海

外侨胞、海外华裔青少年、国内

侨界青少年参观陈嘉庚纪念胜

地，激发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热

情，推动侨乡精神文明建设和特

区经济发展。在市侨联的积极推

动下，陈嘉庚纪念馆获评中国华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厦门市侨

商会与陈嘉庚纪念馆签订了共

建协议，加强对侨商的爱国主义

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开展侨史研究
1992 年，厦门华侨历史学会

成立。该会为学术性团体，由市

侨联、侨办、华侨博物院共同创

办并给予经费资助，为侨联团体

会员。侨史学会积极开展课题调

研，全力投入抢救华侨农场史料

工作，编撰出版《归侨口述历史》

《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史》等，编印

《厦门侨史》内部资料。举办华侨

华人问题专题公益学术讲座，开

展闽南侨批研究、“侨乡历史文

化遗产”调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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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侨联与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厦门市侨联伴随特区建设走过了四十年光辉历程。回顾四十年的历程，厦门市侨联始终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立足改革创新，发挥侨界优势，成为党委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不可或

缺的桥梁纽带。四十年来，市侨联致力于团结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带动他们与时代同发展、与祖

国共进步，成为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精神文明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厦门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广大归侨侨眷的热情参与，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台港澳侨

社的鼎力支持和协作。

特区伊始侨立新功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初期，

市侨联不仅要负责接待华侨的

工作，还要围绕经济特区建设，

动员归侨侨眷利用海外关系多

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引进一

批投资项目和来料加工，在促

进华侨归国回乡参与家乡建设

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市侨联创办了侨益电子元

件厂、侨利食品厂、侨泰实业公

司、新侨酒店等一批侨企，助力

经济特区建设的同时，也解决

了部分归侨侨眷的就业问题。

协助引进厦门经济特区首家外

商投资企业———印华地砖厂，

意味着侨商、外商投资福建的

大幕由此拉开。

利用展会调动资源
市侨联积极努力发挥自身

优势，调动侨界资源，凝聚侨界

力量，服务特区建设发展，特别

是积极参与每年的“九八”投洽

会，热情邀请、接待海外客商。

2009 年承办“百名侨领厦门行”

活动，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100 名海外侨领参加。

2021 年中国侨商投资（福

建）大会中，市侨联积极配合市

招商办等部门，促成 35 个侨资

项目签约，计划投资额达 524

亿元，成绩醒目。

成立侨商联合会
厦门市侨商联合会成立于

2012 年，由海外华侨华人、港澳

同胞、归侨侨眷、归国留学人员

在厦投资的企业组成。成立侨商

会旨在为广大海外侨商来厦门

投资提供桥梁和纽带，引导会员

为厦门发展引进资金技术人才

献计献策。同时，侨商会也向会

员侨商提供信息服务，帮助排忧

解难，促进会员企业发展。

广交港澳台侨友
市侨联利用自身特点，加强

同香港、澳门地区的归侨、侨眷

及其社团的联系，鼓励他们为香

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

完全统一发挥积极作用。

从 2007 年起，成功承办多

届“两岸侨联和平与发展论

坛”。市侨联始终保持与台湾侨

联、台湾华侨协会、金门华侨协

会、中国国民党归侨联谊会等

台湾涉侨团体的联系、交流、互

动，引导他们为两岸关系的和

平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为侨青、新侨搭建舞台
2002 年，厦门市侨联青年

委员会成立。青委会由青年一

代归侨侨眷代表组成，在市

侨联的领导下，成为侨联各项

工作重要助手，搭建起有利

于侨界青年施展才华的重要

平台。

2011 年，市侨联新侨专业

人士联谊会成立，标志着侨联

工作向老侨新侨工作并重、国

内国外并重的战略性转变。新

侨专业人士联谊会引导和组织

新侨专业人士、留学回国人员

在岗位上建功立业。联谊会的

成立，也便于与海外新华侨华

人、留学生、华侨华人新生代及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侨界青年

专业人士的联系。

举办海外青少年夏令营
市侨联还长期举办海外青

少年夏令营活动，让海外华裔

青少年能亲身体验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和浓郁多彩的闽南文

化，实地感受厦门经济特区的

发展，牢记自己的根在中国，增

强民族认同感。

助推侨务法制建设
市侨联始终注重侨法宣传

并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

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其

《实施办法》，以及地方性涉侨

政策法规。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

协商会议，积极提出涉侨建议、

提案，积极协助地方党委和政

府开展侨务法制建设工作。

成立法顾委维护侨益
2004 年，市侨联成立法律

顾问委员会，是全省设区市侨

联成立的首家法顾委，曾获

“中国侨联维护侨益先进集

体”称号。每月定期举办“法律

咨询日”活动，为侨界群众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成为化解社

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有力补

充。

关注民生扶贫帮困
市侨联常年坚持开展侨界扶

贫帮困“献爱心、送温暖”活动。

2003年起，市侨联与市侨办、致公

党市委会联合开展“侨帮侨”“爱心

惠侨”等活动，动员侨资企业、侨界

人士，帮助贫困归侨侨眷子女就学

和为归侨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就业

岗位。市侨联青委会、市侨商会坚

持11年开展“侨青侨商助学”活动。

特色活动多姿多彩
在助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

中，厦门市侨联注重推动侨界精神

文明建设，树立侨界文明新风，开

展具有“侨”的特点的各种文化体

育活动。十几年来，市侨联持续办

好侨界联欢节、侨界健步行、侨界

业余羽毛球友谊赛等侨界群众性

活动，加强了与侨界群众的交流

交往，活跃了侨界群众的文化生

活。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侨联工作“品

牌”，受到广大归侨侨眷的欢迎。

侨界志愿者联侨心
2018 年，市侨联在全市侨

联系统组建成立“联心侨”侨界

志愿者联盟，为全市侨联系统

工作者和侨界群众广泛参与志

愿服务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目

前，全市“联心侨”志愿服务队共

有 37 队伍支 600 多人，其中华侨

大学“归根情”志愿者服务队规

模最大，有 200 多位来自东南

亚多个国家的华裔留学生参与

其中。

设立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厦门联络总部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

总部于 2018 年设立，目前已有来

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1 个海外

侨团委派代表入驻。2020 年起，主

管部门为厦门市侨联。

设立社团联络总部为全国首

创，既是鼓励海外华侨华人积极

参与厦门“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城

市建设的实际需要，也是积极回

应海外侨团诉求、鼓励和帮助侨

商回国二次创业的重要举措。

发挥侨界优势助力防疫抗疫
2020 年，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初期，厦门市侨联发挥侨界

优势，动员海内外侨胞共克时艰。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侨团

侨胞积极捐赠防疫物资和款项，

折合人民币一千多万元。

在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海外疫情不断扩散的时期，市侨

联及时开展向海外社团捐赠抗

疫物资活动，用实际行动回馈国

内抗疫期间给我们以极大支持

和帮助的海外华侨华人。厦门市

各级侨联及侨界人士共向 17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02 个社团及有

关机构，捐赠 160 多万个口罩、

20 多万只医用手套、200 件医用

防护服。

凝心聚力服务经济建设

市侨联创办侨光电子元件厂，解决了许多归侨侨眷的就业问题

联谊交流服务海内外侨胞

助侨惠侨维护侨界稳定

研究侨史弘扬嘉庚精神

打造品牌树侨界文明新风

侨界健步行活动深受群众欢迎

创新举措侨界再发力

省、市侨联在厦共同举办金砖国家华侨华人创新合作对接会

数 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