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高级研修班举办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人

社部全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高级

研修班首次登“鹭”。11 月 8 日上

午，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 100 余名

高端留学人才齐聚鹭岛，看产业

政策护航，谈融资深度交流，为厦

门国际化人才引聚和服务产业发

展带来新机遇，扩大新影响。

据介绍，此次研修班含金量

高，在更高层次上聚集高端智力，

邀请了近年来获得“最具成长潜

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等称号、

各省市创新创业大赛留学人员获

奖项目等的高层次留学人才来厦

参会，其中有一半以上参会留学

人才获得过国家级资助或奖励，

为近年来全国留学人才回国创业

的优秀代表。

参会留学人才带来的项目涉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

高新技术领域，均为厦门急需紧

缺和重点发展的行业，与厦门

“4+4+6”现代产业体系高度契

合，有助于在更广领域里助力厦

门产业发展。攀枝花市格萨拉生

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攀枝花学院教授李健表示，厦门

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

一，有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全方

位的人才政策，极具吸引力，他有

意愿将所从事的微藻生物技术产

业化开发工作带到厦门来，开展

进一步合作。

研修期间，市人社局将通过

推介厦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人

才政策，组织参会留学人才现

场考察园区的产业环境和优秀

留学人才创业企业，与厦门园

区、风投、“三高”企业等企事业单

位深入对接，谈项目、促合作、看

服务。发挥厦门对留学人才聚集

的磁吸效应，展现厦门海纳百川

聚全球英才的渴求和决心，为

来自 21 个省市的留学人才埋下

“留厦”的种子，坚定留学人才

“留厦”创业的信心。

（何无痕 黄亦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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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翁舒昕）11 月 9

日上午，侨连五洲·华侨华人助力

金砖国家发展论坛在厦门开幕。中

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福建省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崔玉英，中国侨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程学源，福建省委常委、

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出席，福建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永礼，外交

部、工信部、厦门市委统战部有关

领导以及侨胞代表分别致辞。厦门

市领导魏克良、王雪敏出席。

万立骏表示，金砖国家是世界

政治经济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四次会晤的重要讲话，对推动

金砖国家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

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进行了系统

阐述、发表明确主张，为金砖合作绘

就了新蓝图，开启了新征程。中国侨

联精心打造“华侨华人与金砖国家

发展”这一品牌，旨在最大限度引导

广大侨胞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助力

金砖国家发展。他希望广大侨胞：一

是团结协作、互利共赢，做可持续发

展、创新发展的积极贡献者。积极参

与金砖国家之间经贸、投资等多边

合作，形成内外合力，助力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建

设。二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做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民心相通的有

力推动者。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建设好金砖大家庭、做

彼此好伙伴。三是守望相助、同舟共

济，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务实践行者。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

国人民的故事，让世界了解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促进金砖国家人民

与中国人民相知相亲。

王永礼代表福建省委和省政

府，对论坛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

说，福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要求，着眼金砖伙伴所愿、国家

所需、福建所能，积极服务和融入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取得丰硕成

果。福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优

化营商环境、做好华侨华人工作，

为金砖创新基地建设、海外侨胞投

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真诚欢迎广

大侨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和

参与新福建建设，在数字经济、海

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等领

域加强务实合作，助力更多福建制

造、福建文化走向世界。

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

等金砖四国的侨胞代表等 150 多

人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助力金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康美璇）

近日，2022 年度厦门市陈

嘉庚教育基金会颁奖仪式

在集美福南堂举行。来自

集美学村各校的 859 名师

生获颁集美学村奖教奖

学金。

现场颁发了 2022 年

度集美学村奖教奖学金。

其中，集美大学童建福、集

美大学初良勇、厦门海洋

职业技术学院李慧、集美

工业学校陶顺生等 4 位老

师获得 2022 年度集美学

村奖教突出贡献奖，集美

学村各校共有 66 名优秀

教师获得 2022 年度集美

学村奖教金，789 名优秀学

生获得 2022 年度集美学

村奖学金。

据了解，作为表彰集美

学村各校优秀师生的专项

奖教奖学金，集美学村奖教

奖学金自设立以来，已有

3005 名优秀教职工、12945

名优秀学生获奖，另有2431

名在校贫困生获得助学金，

累计颁发奖教奖学金和助

学金1320万元。

此外，今年共有 102 名

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尼

西亚等七个国家的海外华

人学生成功申请到陈嘉庚

奖学金并完成线上报到。

据悉，2017年，陈嘉庚

教育基金会在原“集美学村

奖教奖学金”基础上，新设立

“陈嘉庚奖学金”，进一步弘

扬嘉庚精神，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推动厦门作为“海丝”

支点城市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六年来，共有来自10个

国家的1089 名海外华裔留

学生以及 1 名中国香港集

美校友后裔学生，受陈嘉

庚奖学金项目资助到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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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中学等七所

陈嘉庚奖学金招生院校学

习，累计颁发陈嘉庚奖学

金总金额 10592 万元。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

道 近日，2022 年度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公示名单出炉，共有

170 个基地通过了审核，待

公示期结束后，基地获评

称号的有效期为三年。其

中，厦门有 4 个基地入围，

分别是厦门市软件园三期

创新社区、厦门中达电商

园、厦门台湾科技企业育

成中心和厦门两岸集成电

路产业园。

目前，厦门正式获评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称号，在有

效期内的基地数量为 10

个。据悉，获评该称号的基

地需先获评“厦门小微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称号，满

足成立时间在 3 年以上、

入驻小微企业 80 家以上、

从业人员 1500 人以上、满

足入驻企业生产经营、创

业孵化、创业创新场地、服

务场所等条件。

近年来，厦门高度重

视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培育提升工作，安排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示范

基地改善服务条件及开展

创业辅导、创新支持、人员

培训、投融资等服务。根据

《厦门市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

定，对经认定的国家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年

度评价良好以上的，给予

最高 30 万元的奖励。

（张诗）

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颁奖仪式举行

厦门 4个基地
入选“国家级”示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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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举办“以侨为桥传播好中华优秀文化”论坛

“翰墨抒侨情丹心谱新篇”

思明侨界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潮

欢庆党的二十大“我的集美情”征文选登

我从集美走来

用心讲解，用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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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硕）作为 2022

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

（以下简称“中跨展”）和“第三季日

资企业福建行”系列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RCEP 框架下中日合作

新机遇”高峰对话会 11 月 10 日在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福建省副

省长李建成，厦门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王雪敏出席。对话会由福建

省商务厅、厦门市贸促会主办，福

建省亚太经贸促进会协办。

会议表示，今年恰逢中日邦交

正常化 50 周年，站在中日交流合

作的新起点，福建将立足自身优

势，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通过实

施一系列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全力为日资

企业落地发展营造一流的营商环

境。希望闽日企业能够携手共进，

围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

济、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积极探

索，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产业联

动，共同抢抓互利合作新机遇。

在高峰对话会上，松下集团代

表董事、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丰田

通商(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加藤

正哉、亚马逊中国副总裁杨钧等企业

相关负责人，就中日氢能源、环保、贸

易等领域的合作先后进行主旨演讲。

中跨展期间还举办了“永远的

邻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摄影展”，以“和平、友好、合

作”为主题，以民间交往为主线，展

出了中日两国摄影家和摄影爱好

者拍摄的 40 多幅珍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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