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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 3 月 22 日电 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与华侨大学共

同主办的第二期“统一论坛”22 日

在福建厦门举行，部分中国统促会

理事、专家学者与来自港澳台地区

和海外的反“独”促统代表人士等

80 余人与会，围绕“学习贯彻二十

大精神，凝心聚力推进统一大业”

的主题进行交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盟中央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副会长丁仲礼在开幕式上指

出，中共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作出了科学擘

画和全面部署，具有重大意义和

深远影响。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共

二十大精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

统一进程，形成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强大合力。新时代党解决台湾

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反“独”促统工作的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要把握两岸统一

大势，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基本方针，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

合发展，广泛团结海内外爱国友

好力量，坚定推进反“独”促统，为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主论坛上，台湾青年代表范姜

锋发言时表示，在大陆发展的台湾

青年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

遇，应有使命担当，持续奋进，要站

出来、走回去，多向未到过大陆的

台湾青年分享经历与感受，讲好在

大陆的故事，让岛内青年认识大陆

的发展、感受大陆的善意，意识到

统一会给台湾带来的好处，促成更

多台湾青年主动加入致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行列，发出“强国有

我，统一有我”的时代强音。

香港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

永远荣誉会长苏永安表示，我们将

团结更多港澳同胞，发挥港澳独特

优势，促进和深化两岸各领域交

流，增进理解互信，让更多台湾同

胞特别是青年群体充分认识到“统

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

不住”，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

事业中来。

来自美国的中国统促会常务

理事梁冠军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我们将团结引领海外华侨华人持

续开展海外反“独”促统活动，努力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团结

广大台湾同胞，支持岛内爱国统一

力量，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添砖

加瓦。

本报讯 3 月 18 日下午，厦门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会见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

务副会长、福建省侨商联合会会长

邱伟铭，中国港澳台侨和平发展总

会名誉会长杨流昌一行，双方就开

展经贸合作、寻求共同发展进行了

交流。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副

主席翁小杰出席，厦门市侨联主席

陈俊泳、副主席李骏参加会谈。

王雪敏对各位侨商的来访表

示欢迎，并介绍了厦门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她表示，厦门是中国大陆

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

区之一，生态环境优美，区位叠加

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营商环

境良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盛赞的高

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也是一座宜

居宜业的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当

前，正值全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以及全国两会部署，按照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深

入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

争效”行动之际，广大侨商们在厦发

展大有可为。王雪敏希望省侨商会

的企业家们在经贸合作、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等领域与厦门开展交流合

作，关心厦门、投资厦门，共谋发展。

厦门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

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为广大侨商

侨胞来厦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环

境和更为坚实的产业支撑。

陈式海表示，厦门是著名侨

乡，厦门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侨商侨

胞们的积极参与。省侨商会要继续

发挥好“融通内外、联系广泛”的优

势，当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

带，加强对外交流联系，积极推动

与厦门的经贸合作，促进资源共

享，实现共赢发展，为助推新福建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邱伟铭说，疫情三年，许多侨

商朋友们虽身在海外仍然心系家

乡发展。这次来访，厦门的变化和

发展让大家印象深刻。厦门经济社

会发展环境良好，前景广阔，大家

将珍惜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深入考

察了解，加强交流联系，共谋发展。

（肖家豪）

本报讯 3 月 16 日，厦

门市委统战部召开 2023

年度知情参政对接会，支

持厦门市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知情明

政、参政调研。厦门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二级巡视员

陈宏主持会议。

厦门市委政研室、市

发改委、市司法局、市委组

织部人才工作局等参加会

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今年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重

点项目和厦门市战略发展

关注的重点调研领域。市

政协提案委受邀列席会

议。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

今年调研工作重点和调研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参

会部门进行了交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坚定不移

把中共二十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要不断

健全完善参政调研工作

机制，充分发挥党派特色

和人才优势，进一步围绕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

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等党委政府关心关注

的重点热点问题，深入调

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共同为厦门市努力率先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3 月 21 日，第二十三

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以下简称“投洽会”）第

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在北京

举行。经中央批准，投洽会

今年起恢复“一年一办”。

投洽会将继续增强大会双

向投资促进、权威信息发

布和投资趋势研讨“三大

平台”功能，持续提升国际

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

努力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平台。

会上，组委会会务部、

各成员单位以及商务部投

促局、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中国国际投资促进

会等分别介绍筹备进展。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

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厦

门市副市长庄荣良出席会

议并讲话。

本届投洽会将深度对

接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双向

投资促进的平台作用，服务

高水平“走出去”。投洽会将

设央企“走出去”展区，展示

央企对外投资成果，发布

《中资企业国别发展报告》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等报告。同时，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契

机，举办“丝路海运”国际合

作论坛、“一带一路”发展高

层论坛等活动。

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

一系列高端论坛活动。

2023 国际投资论坛设置主

题鲜明的分论坛和专题论

坛，围绕全球共同发展、国

际投资合作、“引进来”和

“走出去”、两岸经贸交流

与合作、绿色经济和数字

经济等热点议题，举办 40

多场高端会议论坛活动。

与此同时，强化权威

信息发布、投资趋势研讨

功能，国际组织、商务部等

机构在大会期间将开展投

资政策、信息、权威报告发

布；大会期间还将围绕国

际投资合作、世界经济复

苏、可持续发展、碳达峰碳

中和等热点，研讨全球投

资趋势，引领产业投资风

向。

本届投洽会规划 12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设置

投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项目资本对接三大展区，

围绕合作成果与营商环

境、地方形象和重点产业、

对接洽谈和交流活动等主

题内容，锚定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新能源及绿色创

新、乡村振兴等投资热点

进行重点展览展示。

此外，本届投洽会将

以 2.5 万平方米的“项目对

接洽谈馆”为载体，探索展

览展示、项目路演和对接

洽谈一体化融合，组织项

目、资本、园区集中对接洽

谈，切实提升大会实效。

（吴君宁）

本报讯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近

日，厦门市发改委批复了福建省重

点项目厦门天文馆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计划于 2023 年开工建

设，2026 年投入使用，将打造成为

中国一流的天文科普传播中心、宇

宙科学体验中心、科学文化交流中

心和社会创新实践中心。

厦门天文馆是同翔高新城产业

公共服务配套建设项目，位于康浔

路和城东西路交叉口西南侧。根据

项目批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704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5350平方

米，总投资估算60499万元。

厦门天文馆的建设，将填补华

东南地区天文馆建设的空白。这座

科普大馆将采用“莫比乌斯环+悬

浮星球”的设计造型，寓意探索求

知永无止境，打造成为同翔高新城

甚至厦门的新地标。

厦门天文馆将致力于提升公

民科学素养，关注青少年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让更多人开始仰望星

空，感受宇宙的奥妙。未来在这里，

人们将能够通过仪器设备和模拟

体验，真正看清星空真实的样子。

据同翔高新城片区指挥部介

绍，厦门天文馆将具有教育、研究、

收藏、展示、交互等基本功能，反映

中国天文研究的丰厚积淀和对未来

宇宙探索的雄心壮志。从人们熟悉

的星空、日-地-月徐徐展开，带领

观众漫步太阳系，穿越银河系；从时

空、光、引力、元素和生命等角度全

景呈现宇宙奇妙现象，探索天体演

化及运行的机理；呈现人类探索宇

宙的伟大历程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启发观众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届时，厦门天文馆将通过精彩

的展示体验和丰富的教育活动，帮

助观众完整、清晰、准确地建立起对

宇宙的总体认识，鼓励人们感受星

空、分享发现、理解宇宙、思索未来。

（刘艳）

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厦门市委统战部

召开 2023 年度知情参政对接会

投洽会今年起恢复“一年一办”
第二十三届投洽会

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丁仲礼出席并讲话

厦门市领导会见福建省侨商联合会一行

厦门天文馆年内开建计划 年投用

福建省侨商联合会在厦门召开理事会议

凝聚侨界新生力量

体验特色文化之旅

———厦门印联青委会

组织特色文化活动

鼓浪屿的“车尘马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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