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侨连五洲·海外联谊研修班（第 15 期）暨嘉庚精神研修班（第 4期）在厦门开班
本报讯 12 月 23 日，由

中国侨联、福建省侨联主办，

厦门大学和厦门市侨联承办

的侨连五洲·海外联谊研修

班(第 15期)暨嘉庚精神研修

班(第 4 期)开班式在厦门举

行。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福

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厦门

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国家监委驻厦门大学监察专

员全海，厦门市侨联主席陈

俊泳，厦门大学统战部副部

长秦红梅以及来自菲律宾、

英国、坦桑尼亚、美国、澳大

利亚等五大洲 20 多个国家

(地区)的侨胞代表参加。厦门

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

教育学院院长陈志伟主持。

陈式海代表中国侨联和

福建省侨联对克服疫情干

扰，专程前来参加的学员表

示热烈地欢迎。他简要介绍

了福建省的侨情特点以及举

办研修班的宗旨和目的，鼓

励大家深入交流互动，增进

同窗情谊，争取学有所获。同

时对学员提出四点期盼：一

是要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参与者，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中贡献侨界力量；

二是要做传承“嘉庚精神”的

践行者，在海外打拼、创业、

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宣传以

爱国、奋斗、奉献为核心的

“嘉庚精神”；三是做弘扬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发挥融通

中外的优势，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种子在世界各地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四是要做

促进和谐侨团的推动者，传

承和弘扬立会为公、务实奉

献等的优良传统，共谋为侨

服务之道。

全海代表厦门大学发言，

他表示，厦门大学与华侨华人

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新的百年

征程上，厦门大学将积极发挥

“侨台特海”优势，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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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班式后，陈式海为研

修班带来题为《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大力弘扬嘉庚精

神》的首场讲座，获得在场

学员的热烈反响。

此次研修班课程内容涵

盖嘉庚精神、台海局势、创

造新伟业、中华礼仪、中美

关系、海外侨情、传统文化

等多项议题，并赴陈嘉庚纪

念馆、鳌园等地开展现场教

学。同时，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邀请因疫情缘故

无法亲临现场参与的侨胞

代表共同参与，旨在不断弘

扬华侨领袖爱国精神，推动

构建和谐侨社，凝聚侨心侨

力，同心共圆中国梦。

本次活动得到福建富闽

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政协主

席魏克良走访看望福建省政

协委员、厦门市政协特邀人士

洪顶超和市政协委员洪钰容，

调研港澳委员企业厦门鑫东森控

股有限公司，与委员和企业高管

团队面对面交流，宣传政策、

听取意见，凝聚共识、促进发展。

市政协秘书长张仁苇等参加走

访。

魏克良实地调研了企业产品

展示中心、研发中心、运营中心

等。座谈会上，魏克良深入了解企

业经营状况、团队建设和相关产

业发展情况。大家围绕经济下行

环境下企业如何化危为机稳增长

保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魏克良充分肯定委员企业发

扬敢拼会赢的福建企业家精神，

带领员工努力开拓创新，保持稳

健发展，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他希望，

政协委员和委员企业要大力发

挥带头表率作用，增强核心竞

争力，以更宽视野谋划好企业

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港澳委员要更好地发

挥“双重积极作用”，引领示

范，影响带动更多企业增强信

心，做大做强，促进厦港澳交流

合作。他表示，市政协将一如既往

关心、关注企业发展，通过政协履

职渠道，积极建言献策，团结一

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

智慧力量。 （欧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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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翔安大桥、天马光电子第

8.6 代新型显示面板生产线

项目、马銮湾医院……时值

隆冬，但行走在鹭岛大地，

处处是如火如荼的项目建

设火热场景，让人充分感受

到奋力发展的强音。

项目建设“拼”，经济大

盘“稳”。厦门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贺信重要精神，牢牢抓住项

目建设这个经济工作的总

抓手，踔厉奋发，迎难而上，

交出了一份项目建设的亮

丽答卷，做实高质量发展的

硬支撑。最新数据显示，厦

门省重点在建项目投资完

成率位居全省前列。

2022年新年开门红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项目共132个，

总投资 1151 亿元；2022 年岁

末攻坚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总投资797亿元的50个重

大项目拉开建设大幕……每

季度，厦门市都会组织一次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开展一次项

目工作现场评价。

数据显示，1-11 月全

市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2763.11 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10.5%。通过政府投资

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

会投资，厦门大力提振市场

信心，展现了经济韧性，释

放了发展潜能。

这个过程中，厦门市加

快实施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

改革，以“财政政策”和“金融

工具”的两翼，放大财政配置

的“乘数效应”，最大限度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厦门城市建

设。厦门市实施 3 个轨道

TOD项目、策划生成 18 个

PPP 项目和 8 个 REITs 项

目，撬动社会资本超 2000 亿

元。其中，“中金厦门安居

REIT”成为全国首批上市交

易的保障房REITs项目。

开工仅仅 5个月，一栋

24 米高、总建筑面积 26.8 万

平方米的建筑便拔地而起！

今年 7月，中创新航厦门三

期一阶段项目成功封顶，再

创“厦门速度”。该项目计划

建设年产能10G瓦时的锂离

子电池电芯生产线。

42 天完成从挂牌出让

成交到开工动建手续报批；

80 天完成总部研发大楼封

顶；二期项目开工后，仅 3

个月便实现智慧工厂封顶。

“很难想象，2020 年项目落

地之初，这里还是一片荒

凉。”海辰储能总经理王鹏

程感慨地表示，短短两年的

时间，海辰储能以备受行业

关注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产

业项目落地的多项纪录。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

抓住项目是硬道理，抓成项

目是真本事。“蓄力”足、“起

步”快、提速强劲，1-11 月，

全市 470 个省市重点项目

计划投资 1373.4 亿元，实际

完成投资 2191 亿元，完成

序时进度计划 159.5%。

观察厦门市项目建设大

盘，充分体现应急与谋远相

结合的特征。既有惠及当

下、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基

础设施项目和社会事业项

目，又有立足长远、夯实高

质量发展基础的产业项目。

9月 6日，超百亿级项

目厦门时代新能源电池产业

基地（一期）正式开工；国庆

前，总投资 330 亿元的天马

光电子第 8.6 代新型显示面

板生产线项目开工……围绕

“4+4+6”现代产业体系，聚焦

延链补链强链，厦门市一批

重量级产业项目开竣工，不

断夯实产业根基。1-11月，厦

门市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速

增长，完成投资 501.22 亿元，

同比增长27.8%。

善谋深谋，做强做优。据

了解，厦门市着力优化重点

项目行业类型，提升产业类

项目占比，强化基础设施类

项目的投资支撑作用。在拟

申报 2023 年省重点项目盘

子中，产业类项目数量较去

年有所提升，占比最高。

（刘艳）

本报讯为欢庆和宣传党的二十大，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

述，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进一步团结广大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和集美校友，助力更高水平建

设“两高两化”城市。集美区侨联、集美区海外联

谊会、厦门鹭风报社于 9月起联合开展“我的集

美情”征文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佳作。

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读者特别是厦门市

民、专家学者、集美校友、企业家等以及新加坡

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读者参与，有的甚至

一家老中青三代齐上阵，令人感动。他们纷纷

撰文投稿，反映各自认识集美、了解集美、热爱

集美的历程，表现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

行，抒发热爱祖（籍）国、热爱集美、建设集美的

热情，引起了热烈反响。

经组织评审，最终确定获奖文章名单如下：

获奖名单

一等奖

《非凡二十年之阮的集美》

（作者：魏达人）

二等奖

《记陈文确陈六使家族的故乡情》

（作者：王昌泽）

《一栋侨房三代嘉庚情》

（作者：张素贤）

《集美，我来了》

（作者：纪长德）

三等奖

《“诚毅”校训伴我行》

（作者：孙永吉）

《陈嘉庚与集美侨生———回国五十八周年

诚毅校训励我行》

（作者：王起鹍）

《大气秀气灵气：嘉庚建筑，我永远的乡愁》

（作者：廖永健）

《嘉庚精神励志我校园人生》

（作者：杨理达）

《我从集美走来》

（作者：林红晖）

《用心讲解，用情服务》

（作者：林忠阳）

歌仔戏《侨批》

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闽籍归侨王文教：

精忠报国的中国羽毛球队

前总教练

3版

4版

厦门：省重点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位居全省前列

翔安大桥

厦门新添 位荣誉市民

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等
获此殊荣

关 注

新闻链接 版

欢庆党的二十大“我的集美情”

主题征文活动获奖结果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