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 -新西兰

电影展映”启动
本报讯 据中国商报报道 近日，

“厦门 -新西兰电影展映”活动在万

象影城（厦门万象城店）拉开帷幕。该

活动由厦门市电影局、厦门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指导，厦门市思明区人

民政府主办。

2022 年是中国与新西兰建交 50

周年，也是厦门、惠灵顿两市缔结国

际友好城市关系 35 周年。现场，新西

兰首都惠灵顿的市长托芮法瑙通过

视频方式发来祝福，她希望此次展映

活动及类似活动有助于厦门与惠灵

顿两市继续携手推进更多项目合作

对接。

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国同时签

署电影与电视合作协议的国家,新西

兰首都惠灵顿是厦门交往最密切的

国际友城之一,两市自 1987 年结好以

来,友好关系已成为中新两国友好的

缩影和典范。通过在厦门举办新西兰

电影展映活动,邀请惠灵顿市政府作

为活动支持方,为厦门与惠灵顿两地

的文化艺术交流提供平台。

梧村街道侨联深入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近日，以“讲吾家古今·展

时代风貌”为主题的特色宣传活动

“讲古暨书画笔会”在思明区梧村街

道“侨胞之家”举行。

本次活动由梧村街道侨联主

办，金榜山社区、思明区畅德青年汇

承办，梧村街道新阶联、梧村街道关

工委、梧村街道妇联、梧村街道总工

会和梧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

同协办。

活动通过国家级非遗高甲戏、省

级非遗车鼓弄、少年讲古、闽南语古

诗吟诵等“文艺 +宣讲”的形式，让党

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走

“新”更走“心”。同时也邀请厦门市书

法家协会、侨界知名书画家现场泼墨

挥毫，以书画作品传达新时代幸福美

好生活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蒋永泰）1 月

10 日上午，“喜庆中共二十大 侨

海报国心向党”图片展在侨乡澳

头正式开幕，图片展由致公党厦

门市委联合中共翔安区委统战

部、翔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共

翔安区金海街道工作委员会、翔

安区金海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

中共翔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庄平勇，致公党厦门市委专职副

主委李瑞盛，翔安区侨联主席朱

延望，金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徐誉峰等出席开幕式。

李瑞盛在开幕式上致辞，他

表示，本次图片展是为了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牢记“致

力为公、侨海报国”宗旨，更好地

讲好华侨故事，进一步推动海外

联谊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大家以

此为契机，全面宣传贯彻中共二

十大精神，继续发挥致公党“侨”

“海”优势，齐众心、汇众力、聚众

智，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

合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作出新贡献。

据悉，图片展时间为 1 月 10

日至 3 月 31 日，展览内容丰富，

共分为“中共二十大精神解读”

“致公党厦门市委及翔安区总支

部主题教育”“翔安区侨联学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金海街道学

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和“澳头

华侨联谊会成立八周年党建带侨

建”五个版块，图文并茂，生动活

泼，既有新时代的主旋律又有人

间烟火气，可读可看性强。

参观人员纷纷表示，展览通过

一幅幅图片，展示了致公党翔安区

总支部等近年来创新性开展的海

内外侨胞联谊活动，生动展示了致

公党基层组织如何以实际行动践

行中共二十大精神的真实事例。面

对新时代、新征程，广大致公党党

员将凝聚侨海共识，继续发挥对外

联系的渠道优势，更好推动广大海

外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本报讯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同安区侨联在同安区政府大会堂

召开同安区侨联成立 70 周年座

谈会，畅谈新时代侨联工作发展。

同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颜志良，厦门市侨联副主席邓飚，

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亭，副主席

李卫红、李添水、常委许美玲出席

会议。同安区侨联委员、侨青会委

员、华侨历史学会会员等相关人

员参加了座谈会。

林一亭从抓党建促侨建，强

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基础；立足

为侨服务，强化品牌活动，帮扶济

困展作为；涵养侨务资源，增强联

谊联络，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夯实

侨联基础，强化组织建设，丰富活

动促发展；凝聚侨界力量，响应号

召同心战疫等五个方面，回顾了

同安区侨联长期以来的工作情

况，并提出今后区侨联工作思路。

担任同安区侨联二十多年的

兼职副主席、缅甸归侨许美玲说，

自己与侨有着深厚渊源，既是区

侨联工作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参

与者；正如《我和我的祖国》歌中

所唱，“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是她

作为一名归侨的心声。

邓飚希望同安区侨联在未来

工作中，把好政治方向，创新方式

方法，推动侨联工作发展；服务好

中心工作，展现担当作为，突出侨

联在牵线搭桥、联络联谊、文化交

流、疫情防控等方面的优势作用，

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

颜志良代表同安区委区政府

对同安区侨联成立七十周年表示

热烈祝贺，并对区侨联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新

时代新形势下，世情国情侨情也

发生新的变化，区侨联要把握侨

联工作的时代主题，推动新时代

侨联工作发展。 （杨锦翼）

02 侨乡动态 2023 年 1月 13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本报讯 厦门市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近日举行，侨

联界别活动小组委员与来

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市政协

委员一起以强烈的责任意

识和饱满的参政热情，献良

策、聚共识、谋发展，生动展

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使

命担当。

本次会议上，侨联界

别活动小组共提交《关于

讲好华侨故事赓续家国精

神的建议》《关于打造海洋

高新产业园区，数字赋能

海洋经济建设的建议》等

小组提案 2 件。委员围绕

做好海外校友工作、优化

厦门能源结构、海外人才

引进便利化、开发公益性

岗位保障就业等中心工作

和民生热点问题提交个人

提案 29 件。

2022 年侨联界别小

组课题《加快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破解小区“充电

难”问题》和《弘扬传承华

侨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成果转化为大

会提案；侨联界别小组提

交大会发言 2 篇，其中《关

于进一步加强厦门市音乐

产业发展的建议》在大会

上作口头发言，充分体现

了侨联界别委员参政议

政的水平和能力。

（唐欣欣）

海外侨胞列席福建省政协会议

冀以侨为桥共建“一带一路”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时值 2023 年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列席福建省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的多位海外侨胞 1 月 10 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以侨为桥，充分发挥“侨”

的力量融入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

“在美国有将近 200 万的福建乡亲，是促进

美中贸易合作、交流交往的重要桥梁。”微总部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德清认为，当前中

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调

整为“乙类乙管”，对于人员交流、学术交流以及

贸易合作会有很大的帮助，要充分发挥闽籍海

外乡亲的作用，促进福建与美国的交流合作。

近期以来，福建省多地组织企业“出海”抢

订单。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郭玉明认

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利用闽籍侨胞在

海外的平台，把福建的食品、服装、生活用品等

优势产品推介出去，也把福建的文化带向海外。

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执行副会长许自福也

表示，希望以侨为桥，把福建的企业和产品带向

海外。

德国华人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福建泉州顺

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鹏飞认为，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福建可以更好地扩大朋友圈、

促进经贸交流合作；德化白瓷在海外一直深受

欢迎，要打造自己的 IP，让它走向世界。

在此次政协会议上，十二届福建省政协主

席崔玉英表示，过去五年，福建省政协积极服务

和融入“海丝”核心区建设，主动做好以侨引侨、

以侨聚侨工作，在增进根、祖、脉认同中，把中国

故事传得更远，让故土情缘系得更牢。 （闫旭）

港澳台侨人士凝心聚智

参与侨乡泉州建设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建议泉州尽快恢复

线下的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寻根谒祖活动，吸引

更多海外青少年参加。”在 1月 7 日晚间召开的

泉州市政协十三届二次全会港澳委员、异地商

会委员和特邀嘉宾座谈会上，泉州市政协港澳

委员黄锕梅如是说。

泉州是中国著名侨乡，分布在世界 170 个

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约有 950 万人，在全国

25 个设区市重点侨乡中位居第一。

如何用好侨心侨力侨智，发掘世遗泉州“古

韵新力”？黄锕梅建议，在古建筑改造提升、发展

文旅商业业态过程中，吸引年轻一代华侨华人

落地创业，用创意实现个人价值，建设美好家

乡。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

一年多来，泉州依托“侨”的优势，积极抢抓新机

遇。泉州市政协异地商会委员、银川市泉州商会

会长洪凤鸣建议，泉州应依托跨境电商发展基

础，举办海外华裔青年跨境电商培训、交流活

动，传授运营技巧、解读 RCEP 政策，为侨青回

乡创业、做国际生意提供更多帮助支持，助力

“泉州制造”通过华侨华人资源更好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坦桑尼亚福建同乡会会长许火炮、香港万

宏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留文博则将目光投向困

境中的中小微企业，建议泉州活用政策，助力中

小微企业脱困，继而推动其健康发展。

作为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近年来泉

州吸引了一批台湾青年来追梦、筑梦、圆梦。作

为其中一员，泉州市政协特邀嘉宾、泉州台商协

会副会长吴妘蓁关注泉州和金门之间的互联互

通，并建议规划泉州、金门两地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方便两岸民众往来，加强两地在文创产业、

绿色能源、医疗、观光旅游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当天，港澳台侨人士、异地商会代表还围绕

数字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人才引进、城市建

设、两岸融合等方面积极发言，为家乡泉州建言

献策。 （孙虹）

本报讯 1 月 9 日下午，

“2023 年岁次癸卯马巷原

乡彩绘灯笼画两岸”活动在

厦门翔安区马巷街道举办。

本次活动由翔安区委

统战部、翔安区委台港澳

办、翔安区文旅局指导，马

巷街道工作委员会、马巷

街道办主办，马巷元威殿

管委会承办，邀请多位翔

安书画家以团圆、美好生

活等元素为主题，把心中

对新年的期盼和祝福彩绘

于灯笼上。

据悉，如果从厦门将灯

笼直邮到台湾地区不仅邮

费昂贵，且需要一个多星期

的时间。因此，金门籍台胞

周芷茹便自告奋勇帮忙运

送。而台南普济殿也将同样

通过“小三通”航线，回赠

50 个彩绘灯笼给马巷元威

殿。

翔安区委办台港澳科

负责人表示，翔安马巷元威

殿通过“小三通”赠送台南

普济殿灯笼，这既是对新春

的美好祝福，更是对两岸同

根同源的真实写照。他衷心

期望两岸民众交流不能断，

不能停，不能少，人员要越

来越多，形式要越来越广。

祝愿两岸民众在新的一年

里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这是台南普济殿与马

巷元威殿首次互赠彩绘灯

笼，两地还将于 1 月 18 日

“同点灯，话祝福”，以在线

交流互动的形式，串起两岸

民众对新春的美好愿望。此

外，南台科技大学学生还设

计兔年手提灯笼作为本次

活动纪念品，展现台南、翔

安学子的交流。

八闽侨声

“喜庆中共二十大 侨海报国心向党”
图片展在侨乡澳头开展

同安区侨联召开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