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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中新社报道新年前

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

二三年新年贺词。华侨华人表示，

新年贺词高屋建瓴、温暖有力、催

人奋进。新的一年他们将与祖(籍)

国一道，乘风破浪、不畏险阻，继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美国侨学界社团联席会共同主

席、韦伯州立大学终身教授乐桃文

说，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鼓励

全国人民“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

是胜利”。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峥嵘奋

斗史，每一项重大胜利都是在坚持

与团结奋斗中取得的。2022年中国

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都

取得了骄人成就，每一项成就都是

坚持与团结奋斗的结果。

英国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

廷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极

大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内心共

鸣。“我们为祖(籍)国的发展和进

步感到骄傲。虽身在海外，我们始

终心系祖(籍)国，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做国家完全统一的推动者，

做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做中

英友好交流的维护者。”

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

任传功说，新年贺词全面回顾了不

平凡的 2022 年，海外中华儿女内

心充满自豪，对祖(籍)国的明天信

心满满。作为海外媒体人，将继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

促进澳中友好贡献力量。

中国侨联常委、旅斐华侨艺

术家陈玉树说，新年贺词让人心

潮澎湃，充满力量。新时代为我们

带来无限机遇，自己将脚踏实地，

通过艺术创作弘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增进各国民心相通，为“一

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永

久荣誉会长尹楚平说，习近平主

席在新年贺词中说“海峡两岸一

家亲”。海外侨胞将更加坚定两岸

统一的信念决心，坚决反对一切

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行径，推

动祖(籍)国尽快实现完全统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塞尔维亚中国中医药协会会

长薄秀花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

贺词道出了海外中华儿女的心

声。作为一名海外中医使者，自己

将继续弘扬中医药文化，讲好中

医药故事，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作

出更大的贡献。 （冉文娟）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1 月

3日起，厦门进入“两会时间”。政

协第十四届厦门市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 1 月 3 日开幕。1月 4 日，厦

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召开。

肩负着为厦门谋发展、为百

姓谋幸福的期许，出席市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在两

天半时间里，履职尽责、共商良

策。本次会议会期两天半，委员们

听取和审议十四届市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和

讨论厦门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

其他相关报告；举行大会发言；听

取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提

案审查情况报告；审议通过市政

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决议等。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为期

两天半。本次会议议程为：听取和

审议厦门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厦门市 2022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厦门市 2023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

和批准厦门市 2022 年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23 年市本级预算；听取和

审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厦门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事

项。 （柯小娇）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对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贡献率高的

区可获奖励，商贸、餐饮企业达到

相应条件予以奖励……厦门市商

务局日前出台《2023年一季度稳定

商务经济增长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措施》），新推出三条着眼于

促进消费恢复的资金政策。这是开

年之际，厦门市商务部门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工

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对更好统筹发

展和安全，提振市场信心，助企纾

困解难，加快商贸等行业领域恢复

和发展具有切实意义。

在当前经济发展运行趋势

下，三条政策均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除在企业层面对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达到条件的商贸企

业给予增量奖励，对营业额达到

一定标准的餐饮企业给予奖励，

《若干措施》还明确，对在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贡献率中排名前

三的各区给予奖励，从而推动各

区出台更多实质性的促消费举

措，让市民可以享受到更多实惠。

近日，市、区商务部门密集出

台促消费稳经济举措，全力推动

2023 年全市商务工作开好头、起

好步。如为保障民生物资配送，厦

门市对近期正常运营的民生行业

配送企业和快递企业根据配送单

量给予奖励，最高可奖 50 万元。

包括厦门市商务局在内的 16 个

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提出继续实

施加大消费扶持等政策措施，支

持重点商圈、商贸企业、电商平

台、行业协会等，围绕商圈购物、

餐饮家政、汽车家电、老字号国潮

等消费热点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

动，持续打响“厦门消费节”品牌，

并由市区安排财政资金发放电子

消费券。

各区随即推出落实措施，纷纷

放出丰厚的消费福利。思明购物节

在跨年之际启动，持续推出系列促

消费活动，同时该区拿出 500 万元

财政资金，鼓励支持各大商场和餐

饮企业发放消费券；湖里区也推出

千万元消费补贴，联合商圈及餐饮

和汽车企业等，为消费者送上购物

大礼包；海沧区则推出 500 万元购

车补贴，车主在车企优惠之外，最高

可享 4000 元政府补贴；同安区也

启动新一届消费节，仅春节期间就

将发放 300 万元消费补贴；翔安区

则结合奥特莱斯在该区的落户开

业，开启新一轮“缤纷购”活动，打造

全年不落幕的消费节日。

（郭睿林文坚）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在最新公布的投中 2022

年有限合伙人榜单中，厦门

自贸片区产业引导基金荣

获中国最受 GP（普通合伙

人）关注的政府引导基金

TOP30 及中国最佳私募股

权投资引导基金 TOP30。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

构，投中信息连续 16 年发布

“投中榜·有限合伙人榜

单”，该榜单根据一级市场

行业发展情况，以严格的标

准进行榜单划分，以专业、

权威和严谨性著称，因此又

被称为国内股权投资行业

的风向标。

厦门自贸片区产业引导

基金上榜，是业内和市场对

厦门自贸片区不断借助先

行先试政策优势，深化金融

创新与合作工作的肯定与

认可。

自厦门自贸片区产业引

导基金 2016 年设立以来，已

批复参投子基金 27 支，承诺

出资 16 亿元，带动子基金规

模 439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超 27 倍。子基金已投入实

体项目 248 个，其中厦门项

目 27 个，投资规模 4.74 亿

元。已批复参投的子基金有

CPE 厦门源峰基金、春华三

期基金、隐山二期基金、金丰

博润基金、南山三期基金、闽

西南弘盛基金、普洛斯建发

基金等。

厦门自贸片区产业引

导基金投资方向充满“自

贸”特色，目前片区已集聚

形成航空维修、融资租赁、

航运物流、创新创业、文化

旅游、高端制造、国际贸易

等七大功能性产业，以及十

五个重点平台，定位鲜明的

投向吸引了一批基金管理公

司。比如，以集成电路、高科

技为主投领域的福睿创信基

金、君翼凯翔基金、达泰基

金，以“一带一路”为投资方

向的厦门海丝基金，主要以

投资现代服务业为主的蓝

图天兴基金、硅谷惠银基

金，专注于泛文化类投资的

利保华昇基金，专注于工业

互联网和民用物联网方向

的招商盈趣基金等。

（吴晓菁周莹）

厦门北高铁站配套项目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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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视直播室报

道厦门北高铁站配套项目建

设目前正有序推进。这个项目

包含公交枢纽站工程、北广场

工程、公交综合体项目等，对

完善厦门岛外交通功能、提高

岛外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根据计划，项目的公交枢

纽站工程将于今年福厦高铁

通车后同步投用。

厦门北高铁站交通综合

配套工程（公交枢纽站工程），

位于厦门北站及在建福厦高

铁站房夹心地块，项目总用地

面积 6.56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2.68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7964 平方米，为

公交到达层，设置有 170多个

公交停车位；地下室建筑面积

1.79 万平方米，为公交出发

层，也就是未来旅客搭乘公交

的区域。目前项目的底板浇筑

已完成 90%，墙柱、顶板作业

同步跟进中，200 多名工人正

加紧开展钢筋绑扎、支架搭设

等作业，计划春节前完成主体

结构施工。

厦门北公交枢纽站项目

负责人智东海表示，这个项

目地处新高铁站和动车站之

间，旅客全部要从这个车站

疏解到厦门市各个地区，本

项目计划于 2023 年 6 月底

与福厦高铁同步建成使用。

眼前这片正在进行土方

开挖、主体桩基施工的工地，

是备受关注的厦门北高铁站

公交综合体项目的所在地。

未来，这里将建设一个总建

筑面积约 14.19 万平方米的

大型城市交通综合体。负责

人介绍，这个项目最大的亮

点就是规划有翔安机场远程

值机厅，能够更好地为空铁

联程的旅客提供便捷服务，

做到无须进入机场即可完成

值机办票及托运。

据厦门市政集团开发公

司、厦门北高铁站公交综合

体项目负责人林艺强介绍，

项目计划于 2025 年 7 月完

工，正式投入使用应该是

2026 年的 7 月左右，一层主

要是翔安机场远程值机大

厅，二楼三楼是配套公交停

车场，三楼以上是保障性公

寓，总共是 30 层，高度约

100 米左右。

众多市民游客前往厦门中山路商圈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