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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0 日电全

国统战部长会议 10 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

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发挥统

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

大法宝作用。

王沪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

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

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

好，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不断开

创新局面。

王沪宁表示，要从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中，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

力量中，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历

史性成就中，深刻把握“两个确

立”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实践

逻辑，确保统一战线始终沿着正

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牢牢把握团

结奋斗的时代主题，系统谋划新

时代统战工作，研究解决实际问

题，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新时代

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

导，形成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

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着力抓好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各项

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着力解决

统战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着力防

范化解统战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新年新气象，奋斗开新局。1

月 8 日，厦门市举行 2023

年新年“开门红”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92 个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272

亿元。

崔永辉、黄文辉、杨国豪、

魏克良等市领导到同安区参

加主会场活动，见证华润新

建年产能 40 万千升啤酒工

厂项目动工。

新年伊始，厦门市立即

组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集

中开工，这是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是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

具体举措，将力促一季度“开

门稳”“开门红”，为新一年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集中开工的 92 个

重大项目涵盖产业、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具有

投资规模大、项目质量高、

引领带动强的特点。其中，

产业项目 41 个，总投资 629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 22 个，

总投资 387 亿元；社会事业

项目 29 个，总投资 256 亿

元。这些项目将为厦门市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能

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作为项目集中开工主会

场，华润新建的年产能 40 万

千升啤酒工厂项目，总投资

12.14 亿元，总用地面积

14.7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18 万平方米，计划明年 5

月建成、8月投产。两年内达

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

24亿元，将进一步带动厦门

食品加工业集聚发展。

市委市政府要求，新的

一年，全市上下要以本次项

目集中开工为契机，坚持抢

机遇、强优势、挖潜力，铆足

干劲抓项目、快马加鞭促投

资，持续策划、生成、推进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打好资源

要素保障“组合拳”，打造项

目落地投产“快车道”，形成

项目梯次推进、滚动发展的

良好局面，以高质量项目助

推高质量发展，为厦门市努

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开好局起好步。

去年以来，厦门坚持把

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

扩内需的有力抓手，深入实

施项目带动战略，全生命周

期推动项目建设，470 个省市

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新开工入库项目数、总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43.3% 和

31.4%，充分发挥了有效投资

的关键作用。

本次开工活动共设 16

个会场，在各区、开发区、重

大片区分别举办。市领导陈

沈阳、李辉跃、吴子东、游文

昌、黄晓舟、王雪敏、连坤明、

张灿民、孙明忠、陈琛、郑岳

林、黄燕添、张志红、廖华生、

庄荣良、黄奋强、李钦辉分别

参加开工活动。 （蔡镇金）

本报讯（记者林硕）1月9日上

午，厦门市第十七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在厦召开，中国侨联兼职副主

席、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厦门

市政府副市长庄荣良，厦门市委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一

级巡视员何秀珍，厦门市侨联主席

陈俊泳等与来自厦门市各条战线

和海外的200余名侨界代表与会。

庄荣良在致辞中号召大家更

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凝侨心、聚侨

力、护侨益”，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厦门

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更大力量。他提出，要强化政治引

领，“以侨聚心”画好“同心圆”；要

围绕中心大局，“以侨为桥”聚力

促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以心

聚侨”当好“贴心人”。

陈式海在致辞中对厦门市侨

联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了祝贺和

鼓励，他希望新领导班子能以本

次大会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团结

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在助力厦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中谱写侨联工作新篇章。他强

调，要凝心聚力、砥砺奋进，为努

力实现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推进新时代侨联

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群众、主动

作为，努力开创为侨服务工作新

局面；奋楫扬帆、勇毅前行，不断

推进侨联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

何秀珍在致辞中肯定了厦门

市第十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成

功举办的意义，并对今后新一届

侨联委员会的工作提出要求：要

强化引领聚共识，始终将侨界群

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围绕

中心促发展，努力为厦门经济社

会建设发展贡献侨界力量；要固

本强基增活力，全面提升服务侨

胞的能力和水平。

陈俊泳代表厦门市侨联第十

六届委员会作《高举旗帜、牢记嘱

托、凝心聚力、守正创新，为厦门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侨

界力量》的工作报告。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

会主席翁国宁代表港澳及海外侨

团致辞。

大会审议通过了市侨联第十

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厦

门市第十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聘请市侨联第十七届委员会名誉

主席、顾问的决定》和《厦门市第

十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聘请市

侨联第十七届委员会海外委员的

决定》。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侨联新一

届领导班子。陈俊泳当选市侨联

第十七届委员会主席。李骏、杜瑞

田当选市侨联第十七届委员会副

主席；史大林、庄顺茂、许健满、苏

建华、李冠华、陈思暐、陈群英、郑

永泓、姜春海、黄源鹏当选兼职副

主席，秘书长由杜瑞田兼任。

大会产生市侨联第十七届委

员会委员 146名、常委50名；聘请

陈联合、王德贤同志为厦门市侨联

第十七届委员会名誉主席；聘请

115 位海内外侨界知名人士为厦

门市侨联第十七届委员会顾问；聘

请82位海外侨领代表为厦门市侨

联第十七届委员会海外委员。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1 月 9 日 13

时 04 分，“厦门科技壹号”卫星搭载“谷神

星一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厦门航天遥感应

用领域商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的坚实一

步，也表明了厦门在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

业、装备制造和航天信息产业研发等方面

都迈入“星”时代。

据悉，“厦门科技壹号”卫星是厦门市

科学技术局引入中科院西光所成功落地的

厦门星座卫星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厦

门火炬高新区园区企业厦门天卫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为厦门城市应用服务打造的定制

化遥感卫星。

“厦门科技壹号”卫星是基于 2022 年

2 月 27 日成功入轨的“厦门·天卫科技壹

号”先导星在技术验证与服务探索后，厦门

城市定制“科技壹号”系列的主星，将与之

前成功发射的“先导星”形成有效组网，在

功能上形成有效互补，尤其在卫星遥感的

光谱分辨率上将得到显著提高。

今年上半年，厦门天卫科技有限公司

预计还将发射包括雷达卫星在内的 2 颗定

制卫星，形成从“一”到“多”的卫星组网，不

仅是数量上“一到多”，更在功能上实现“一

到多”，真正服务智慧城市发展，在厦门“空

天地海”一体化的新征程上迈出坚实一步。

（康泽辉陈磊周凌超李舜）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厦门科技壹号”卫星
发射成功

厦门市政协侨联界别委员

精准发“侨声”

欢庆党的二十大“我的集美情”获奖征文选登
陈嘉庚与集美侨生
———回国五十八周年

诚毅校训励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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