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中国”侨界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指导举办厦门市

侨智侨企创新创业论坛、创

新型商业模式分享会、企业

家论坛、“一带一路”投资论

坛等，储备、涵养侨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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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基蓄势 再谱新篇
厦门市第十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1 月 9日，厦门市第十七次归侨

侨眷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这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凝心聚力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侨界盛会。

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贺

信重要精神，认真落实福建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厦门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和上级侨联部署要求，

团结带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牢记嘱托、勇毅前行，积极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助力厦门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凝聚侨心、

汇集侨力，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续写厦门侨联事业的精

彩华章。

●全市侨联系统共推荐 21 人、10 家机

构、6项成果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

●荣获中国“科学探索奖”、全国侨联系

统助力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厦门市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各 1 人；

●2 人被授予“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人”

称号；

●11 人被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称号；

●5 名企业家获评“福建省非公有制经

济优秀建设者”；

●1 人获聘中国侨联特聘专家；

●1 人上榜“中国好人榜”；

●1 人作为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应邀

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系列活动等。

●思明区侨联、市侨商会被授予“全国侨

联系统先进组织”荣誉称号；

●湖里区侨联多次荣获省侨联系统信息

传播工作先进集体；

●集美区侨联被授予“全国侨联系统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

●海沧区侨联获评全国侨联系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同安区侨联荣获全国侨联系统助力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

●鼓浪屿街道侨联和康乐社区侨联获评

全国侨联系统优秀“侨胞之家”；

●翔安区创建厦门市首个村级侨联，“厦

门澳头侨乡春晚”蜚声海外。

过去五年，是厦门市侨联深化改革、争创佳绩的五年。五

年来，在中国侨联、福建省侨联的有力指导和厦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侨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

发挥优势、主动作为，认真履行“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

益、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

建设”六项职能，圆满完成第十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确定

的主要任务，为厦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更高水平

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交出精彩“侨联答卷”。

以宣传教育凝聚思想

共识。各级侨联组织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

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史学习教育、“再学习、再调

研、再落实”教育实践活动

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建

党 10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活动，厦门侨联

70周年纪念活动。推出“侨

与特区共奋进”图片展、“侨

建厦门 40 年”纪实性宣传

片、“中国梦·桑梓情———侨

与厦门的故事”、“厦门侨界

与建党百年”、“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四十年四十事”等系

列宣传。

强化思想引领共筑奋

进合力。承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

讨会。开展“看改革开放 40

年———厦门新变化”活动。

组织在厦侨胞参加“踏浪高

歌”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文艺晚会演出，广

泛宣传侨界精神风貌和投

身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奋

斗史。组织归侨联谊会参与

央视录制《唱支山歌给党

听》的快闪活动，在央视《新

闻联播》播出。

五年来，厦门市侨联

不断加强对侨界群众的思

想政治引领，把全市侨联

系统和侨界群众的思想行

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上来，把侨界群众紧密

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

同心同向、合力作为的新

局面。

发挥侨源优势助力引

资引智。发挥侨联联系广

泛、资源密集的独特优势，

主动作为，助力招商引资引

智。联合举办 2021 年金砖

国家华侨华人创新合作对

接会，集中签约项目 12 个，

投资总额 29.3 亿元。承办

2022 年“侨连五洲·华侨华

人助力金砖国家发展论

坛”。做好首届中国侨商投

资（福建）大会招商引资工

作，会同招商部门共促成签

约项目 35 个，重点项目在

全省名列前茅。牵头接洽中

国侨商联合会福建考察团

70 多人在厦考察活动。建

立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

联络总部（以下简称“联络

总部”）常态化投资信息收

集制度，积极引荐新的侨企

项目落地厦门。广邀海外侨

商参加“九八”投洽会和厦

洽会。

凝聚新侨力量涵养侨

力资源。支持厦门市侨商会

与厦门大学侨联共建产学

研合作基地，与厦门国际银

行厦门分行携手“金融惠

侨”，获授信人民币 50 亿

元。落实领导联系挂钩侨企

制度，累计走访侨商侨企

556 人次。协办助推侨商侨

企经济发展座谈会，主动为

侨企纾困解难。颁授多个

“厦门市侨界青年创新创业

交流基地”“新侨人才驿

站”，拓展侨界新生代的创

新创业工作。联合举办“创

多渠道多元化推动涉

侨维权。厦门市侨联首次向

社会公开征集聘任法律顾

问。法顾委成立十八年来坚

持定期为侨界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工作经验在福

建省侨联系统作典型发言。

五年来，累计接待来信来访

253件次，举办咨询服务 63

期，接待涉侨案件 154 件

次。市、区两级侨联同本级

法院建立“涉侨维权诉讼与

非诉讼衔接互动工作机

制”。集美区设立“侨音法

驿”及涉侨纠纷诉调对接工

作室、在线调解室等。市“五

侨”单位与市中院共同出台

《关于全面深化涉侨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

将进一步推动涉侨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和长效化。

“侨帮侨”助力侨爱心

慈善帮扶。发挥“侨爱心慈

善基金”和各类奖教奖学帮

困冠名基金平台作用，持续

推行“爱心惠侨暖侨护侨”

工作机制，被厦门市慈善总

会授予“慈善突出贡献单位

奖”。五年来，通过“百侨助

百村———联村助户”、“侨青

侨商助学”、爱心惠侨、重病

资助等项目精准帮扶，全市

侨联系统共慰问帮扶困难

侨胞一万多人次，发放慰问

帮扶金超千万元。

拓宽渠道涵养海外侨

力资源。主动“走出去”，组

团出国、出境拜访海外境外

侨团，有效拓展海外及港澳

台地区的联络联谊渠道。海

外华侨华人社团是侨联在

拓展海外工作的重要依托，

多年来，厦门市侨联充分发

挥联系广泛优势，与境外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

个侨团建立了常态化联系，

推行“基层侨联(涉侨社团

组织)+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模式，形成以侨为桥、以侨

联侨、以内联外、内外联动

的新格局。连续多年承办

“两岸侨联和平发展论坛·

海峡两岸暨港澳侨界圆桌

峰会”。

管好用好社团联络总

部平台。热情“请进来”，充

分发挥联络总部平台作

用。联络总部自 2020 年移

交市侨联管理以来，入驻

社团增至 47 个国家 102

家，共组织开展 75 场次各

类交流活动，参加人数

3098 人次；组织参加厦门

市重要经贸文化活动 9 场

次，参加人数 418 人次；接

待各级各部门参观考察 95

批次，811 人次 ；接待海外

侨领和社团 38 批次,247

人次。2022 年建设视频会

议室，实现与海外侨团线

下线上同步交流。

主动履职参政议政建言

献策。政协侨联界别小组提

交小组和委员个人提案 182

篇，2次获厦门市政协先进界

别小组表彰。在全市侨联系

统组织开展课题调研 233项，

组织参与福建省侨联、厦门市

政协、统战部课题 28 项。

发挥高校作用推动智

库建设。推行“地方侨联+

高校”工作模式，创新成立

闽侨智库厦门大学、理工学

院研究中心。智库研究中心

和市侨联系统侨情信息专

报件 260 篇次被上级部门

采用。厦门市侨联信息工作

连续多年在福建省侨联系

统获一等奖或特等奖。

打造品牌依托基地弘扬

嘉庚精神。积极参与“嘉庚精

神宣传月”活动。协办中国侨

联、福建省侨联“侨连五洲·

海外联谊研修班暨嘉庚精神

研修班”。举办“侨心向党”弘

扬嘉庚精神侨界专场音乐

会。与厦门各区侨联协同举

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在教材中融入嘉庚精神、华

侨文化主题课程。陈嘉庚纪

念馆、华侨博物院等 6家单

位成功申报“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成为侨联系

统爱国主义教育和对外联

谊、文化交流工作中宣传嘉

庚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重

要平台和阵地。

开展文化交流弘扬中

华文化。举办“亲情中

华———欢聚吉隆坡”新春海

外慰侨演出，每年举办侨界

联欢节、健步行、业余羽毛

球友谊赛等系列群众性文

体活动。组织开展《侨与新

中国共成长》征文、在厦华

裔留学生主题新春活动，主

办首届“侨家乐·福建侨乡

美食风情文化节”等特色活

动。配合中央电视台《追梦

中华·百年赤子心》大型主

题纪录片在厦拍摄工作，面

向全球展播。举办厦门“侨

界最美家庭”评选活动，推

荐归侨家庭参评厦门市“最

美家庭”并成功入选。协助

推动歌仔戏《侨批》成功入

选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每

年与思明、同安、集美、湖里

等区侨联共同举办海外华

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

营、“亲情中华·为你讲故

事”网上夏令营。

以侨史研究成果弘扬

华侨精神。重视侨史研究、

侨批文化的挖掘宣传工作。

成立同安区华侨历史学会。

编写出版《改革开放 40 周

年·侨与厦门的故事》《厦门

市侨联简史（1950-2020）》。

协同开展“血脉相连———华

侨华人与新中国特展”展品

征集活动，协同拍摄《为了

新中国的召唤》大型纪录片

及《万里长风根梦圆———华

侨华人与共和国》主题采访

等。会同海沧区侨联挖掘侨

乡历史文化资源，相继出版

新阳、东孚、海沧《历史文化

资料选编丛书》共 6册 380

万字。开展集美区、同安区、

翔安区重点侨村历史文化

调研，抢救挖掘整理侨村历

史文化资源。协助编修《福

建华侨史》，与市政协联合

出版文史资料丛书《厦门华

侨纪事》。指导出版《厦门侨

批》《按章索局———图说厦

门侨批》《回眸侨史铭记初

心》《同安侨批》，填补厦门

侨批研究上的空白。思明区

打造“侨批展厅”，彰显侨批

文化魅力。同安区打造“竹

坝归侨史迹馆”，开馆以来

接待参观 1.23 万人次，弘扬

侨文化。

动员海内外侨界力量

共同抗疫。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广大归侨侨眷和侨

联干部充分展现侨联担当。

选派干部参与一线支援抗

疫及机场专班轮值，2020

年以来机关持续开通厦门

市侨联 24 小时疫情防控热

线。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宣

传，助力侨企复工复产。累

计减免租户租金 177 万元。

对入境侨胞开展“暖侨行

动”“五个一”人文关怀活动

近千人次。凝聚动员侨界合

力，累计收到 30多个国家

和地区海内外侨界捐赠款

项和防疫物资折合人民币

超过一千万元。2021年，厦

门市侨联荣获“全国侨联系

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海外疫情蔓延期间，

全市侨联系统会同有关部

门，向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2个海（境）外社团及有关

机构，回馈捐赠口罩 200 多

万个、手套 20 多万只及其

他疫情防控物资。

开展侨界志愿服务促进

社会和谐。结合精准党员“双

报到”“四进社区”工作和“党

推动侨联改革完善自

身建设。厦门市侨联按照中

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和市委深化改革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强“三性”、去“四

化”任务目标，积极推动侨

联改革。改革后，侨联机构

设置更加合理，干部队伍更

有活力，为在新时期新形势

下更好做好侨联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五年来市侨联历

经 1 次审计、2 次市委政治

巡察、3 次市委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检查及各类监

督检查，政治生态不断向

好，班子战斗力得到加强，

干部精气神充分提振。

推动党建带侨建以侨建

促发展。指导厦门市侨商会、

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市侨联

青年委员会成立“兼合式”党

支部。市侨联机关党支部融

入全市“近邻党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大局，与后江

社区、万寿北社区党组织结

对共建，落实党员“双报到”，

促进机关党建和基层治理有

机结合。机关党支部与区侨

联和挂钩帮扶村党支部共同

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助力

乡村振兴。思明区梧村街道

侨联作为全国侨联唯一基层

组织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南海

举办的“青妇科侨党群共建

共用基层服务阵地经验交流

会”，“创新党建带侨建、共享

共用基层阵地”做法在福建

省推广。

推动基层组织建设更

加规范化。五年来厦门全市

共完成新建侨联基层组织

21 个，特别是指导新侨、留

学回国人员集中的厦门稀

土材料研究所、中科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成立科研院所

侨联组织和“新侨人才驿

站”、申报省级“双创基地”。

创建省级“侨胞之家”24 个,

争创“五好”“侨胞之家”20

个。鼓浪屿街道侨联和康乐

社区侨联获评 2018-2020

年度全国侨联系统优秀“侨

胞之家”。推进湖里区康泰

社区“侨心园”项目建设。扶

持、培育大嶝科创基地作为

厦门市首个“侨界青年创新

创业服务基地”。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

动，积极开展“3·5 学雷锋志

愿活动”等系列志愿活动。以

精准挂钩的万寿北社区、溪

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

地，组建志愿者小分队开展

政策宣讲。成立“联心侨”侨

界志愿者联盟，打造“联心

侨”志愿服务品牌。联合华侨

大学开展“归根情·老侨说”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和“归根

情”志愿服务活动，其中华侨

大学华裔留学生“归根献深

情，侨青志愿行”项目荣获全

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示范

项目，并入选全国青年志愿

服务优秀项目库。

积极投身创建文明典

范城市。厦门市侨联主动参

与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积极申报创建省级文明单

位。开展脱贫攻坚对口支援

帮扶，组织侨商赴甘肃临夏

州开展产业洽谈。开展闽宁

对口协作帮扶，向宁夏固原

市和闽宁镇捐赠价值 23.78

万元的品牌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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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向合力共谋发展

围绕中心大局积极作为

为侨服务倾力精准作为

涵养资源打造优质平台

智库建设务实成效凸显

嘉庚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展现新时代侨界担当作为

自身建设焕发生机活力

荣 誉榜

（厦门市侨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