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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锦丽）4

月 11 日下午，厦门市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和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俊泳会见厦

门市侨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

位厦门东太集团有限公司、丰泰

（厦门）集团有限公司、裕景兴业

（厦门）有限公司、泰普生物科学

（中国）有限公司、三达膜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协会会员企业

代表，并进行座谈交流。

何秀珍强调，自 1982 年第一

家侨资企业———厦门印华地砖厂

的开工建设起，在厦侨资企业已

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不可替代

的重要力量，她十分感谢在厦侨

资企业对厦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在厦侨

商精诚团结，共同弘扬“嘉庚精

神”。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将一如

既往地为侨服务，继续做好侨务

政策落实，维护侨资企业的合法

权益和海外侨胞的正当利益，与

广大在厦侨商共同建设富饶美

丽、蓬勃向上的新厦门。

陈俊泳表示厦门拥有良好的

引智环境，正努力吸引高科技人

才来厦创业置业，希望厦门市侨

资企业协会进一步指导、支持、服

务在厦侨资企业发展，为侨资企

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为

厦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

量。

座谈会上，协会会员企业代表

分别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表示

对企业扎根厦门发展充满信心，并

将继续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促进

中外进一步交流合作。协会负责人

也表示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

用，沟通企业与政府关系，反映侨

商诉求；搭建会员企业间交流合作

平台，为会员提供各类资讯、寻找

投资商机；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在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

助力祖（籍）国发展。

本报讯日前，集美区诚毅合

唱团赴日本参加第二届东京樱花

国际合唱节，并获得“最佳表演

奖”。这是诚毅合唱团首次走出国

门，向海外弘扬嘉庚精神。

东京樱花国际合唱节由日本

华侨华人合唱协会与国侨办东京

华助中心主办，共有来自中国、日

本、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的 14

个合唱团参加。

诚毅合唱团此次演唱了《嘉

庚星》和《鼓浪屿之波》。其中《嘉

庚星》是大型交响乐《嘉庚组歌》

的曲目之一。《嘉庚组歌》由集美

区委宣传部牵头，邀请国内数名

资深音乐家历时三年打造而成。

“我们选择在异国演唱《嘉庚

星》，以歌声为媒介传唱嘉庚精

神，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将世界华

侨华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诚毅合

唱团团长、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

院教授谷玉梅介绍。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音乐

学声乐专业学生高子涵年仅 19

岁，是年纪最小的团员，她认为这

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虽然训

练很累，但能够代表集美区走出

国门，向世界华侨华人宣扬嘉庚

精神，我觉得非常骄傲自豪。”

集美诚毅合唱团于去年 7 月

由集美区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是

一支以弘扬嘉庚精神为宗旨的团

队，由集美各企事业单位和大专

院校的音乐爱好者组成。合唱团

成立以来，创作和演唱了包括《嘉

庚组歌》在内的大量嘉庚精神主

题作品，并多次参加各类文艺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林小芬应洁）

本报讯 4 月 15 日，为期 4 天

的 2019 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 23

届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记者从市会展局了解到，截至 15

日 12 时，大会共吸引来自 30 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 4万名专业客商

参会，集中展示了两岸工业领域

先进技术、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

最新成果，打造了一场面向海峡

两岸、享誉全球的工业旗舰展和

产业合作盛典。

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展览规模超 4000 个标

准展位，围绕智能制造、机床及激

光设备、橡塑工业、工模具、流体

设备、智慧交通和智能网联汽车

等七大门类，展现了海峡两岸最

具代表性的智造精品。

工博会上，人工智能高调抢

镜。今年工博会融入新技术和运

用，继续采取“微信自助办证 +

人脸识别进馆”的方式，提高了办

证速度，为客商带来了更便捷、更

智能的服务。在促进交易交流的

同时，也为市民展现了未来生产

生活的新方向。急速打地鼠机、酷

萌接待机器人、焊接王机器人、打

磨抛光机器人、智能喷涂机器人

等各种“高智商”机器人纷纷亮

相，有的展现出高超的书法绘画

技巧，有的可负责前台接待鞠躬

问好，有的可帮忙照顾陪伴孩童，

有的则在展会现场为人们端茶送

水。

大会不仅吸引了境内外近千

家厂商参会，还吸引了 30个国家

和地区的客商参会采购对接、交流

洽谈，其中台湾地区仍是工博会境

外客商主要客源地。此外，境外客

商来源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

香港、澳门及美国、英国、瑞士、波

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土

耳其、菲律宾、缅甸、日本、喀麦隆、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吴君宁）

海丝科技创新联盟在厦成立
多家在厦侨企是倡议发起人（单位）

本报讯 日前在厦门市举

办的海丝科技创新论坛上，全

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

联合发出倡议，发起成立“海

丝科技创新联盟”。该联盟旨

在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科技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

准对接，配合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和部署，助力“海丝”沿线

区域经济发展。

海丝科技创新联盟倡议

发起人（单位）包括七匹狼董

事长周少雄、恒兴集团董事

长柯希平、新大陆澳门总经

理刘金东、美亚柏科董事长

滕达、美图公司董事长蔡文

胜、宏桥高科董事长罗厚麟、

中关村股投会会长王少杰、

新达科技董事长蓝伟光、云

知声厦门总经理陆阳、海丝

云创创始人曾志龙以及南京

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

法国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

打造线上创新生态系统
据了解，厦大国家大学科

技园（简称“厦大科技园”）联

合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

大学、法国生物技术研究中

心、俄罗斯科学院等知名高校

院所，以及美亚柏科、美图等

海内外数十家高科技公司，成

立海丝科技创新联盟。为吸纳

更多‘海丝’沿线国家与地区

的项目和资源，让入驻园区的

人才和企业都从一流的环境

中享受一流的创新创业服务，

该联盟将集聚大数据、生物医

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关联行

业公司、服务中介机构、产业

资本，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产业互联的线上创新生态

系统。

多个项目即将入驻园区
在海丝科技创新论坛开

幕式上，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

科学中心分别与厦门大学、厦

大科技园、海丝云创（厦门）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多个

项目签约: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学院、厦门大学航空航

天学院分别与厦大科技园区

签约，入驻产学研合作中心；

安特诺生物医药的“细胞医药

研发”项目、“人工智能多肽药

物研发及智能制造产业化”项

目等分别与厦大科技园签约，

即将入驻园区。 （吴君宁）

本报讯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精神积极推进，厦门重

点项目顺利实现“开门红”。记

者从市建设局、市重点办获

悉，今年 1-3 月，全市 357 个

市重点项目超计划完成投资

目标任务，完成投资 280.75 亿

元，超 70.84 亿元，完成序时计

划 133.75%。

作为牵动厦门城市和经

济发展的“火车头”，重点项

目建设是厦门发展的重要支

撑和后劲所在，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敢于

担当，对工程精益求精，对细

节狠抓细抠，对项目主动作

为。今年以来，市建设局、市

重点办强化服务意识，进一

步加大协调督办力度，深入

施工一线督查，积极促开工、

促征拆、促投资、促进度，推

动厦门重点项目建设创下良

好开局。

一批产业项目正为城市

经济发展蓄势积能。据悉，厦

门今年共安排 139 个产业项

目，1-3 月完成投资 84.23 亿

元 ， 完 成 序 时 进 度 计 划

154.89%。其中，京东厦门电子

商务产业园项目西区已于 4

月 11 日组织现场联合验收，

厦门海峡黄金珠宝产业园项

目已于 3 月 31 日实现试投

产。

109 个社会事业类项目

1-3 月完成投资 29.95 亿元，

完成序时进度计划 121.41%。

宋坂小学、梧侣二小等一批社

会事业类项目开工建设。厦门

市心脏中心项目通过消防验

收，进入试运营准备阶段。

同安东路（同新路—同安

大道段）、厦门港海沧航道扩

建四期工程等一批城乡基础

设施开工建设；环东海域滨海

旅游浪漫线二期道路工程（同

安段）顺利建成；同安祥平保

障房地铁社区一期市政配套

工程已进场，正进行征拆及管

线排查等开工准备工作。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

赶超的引领下，各个岛外新城

全面加快建设步伐。环东海域

新城配套项目 4 个，1-3 月共

完成投资 35.97 亿元，完成序

时进度计划 106.11%；马銮湾

新城配套项目 9 个，1-3 月完

成投资 51.67 亿元，完成序时

进度计划 165.72%；其他新城

和基地配套项目 2 个，1-3 月

完成投资 4.71 亿元，完成序时

进度计划 130.56%。（袁舒琪）

厦门重点项目一季度超额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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