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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近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副主任裘援平率调研

组来厦，围绕“国际经贸环境

变化对港澳台侨企业的影响

及对策建议”课题与省政协

开展联合调研。全国政协港

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台盟

中央专职副主席吴国华，福

建省政协副主席王惠敏，厦

门市领导张健、陈秋雄、江曙

霞等参加调研。

在厦期间，全国政协调

研组实地考察了厦门正新海

燕轮胎有限公司、厦门厦顺

铝箔有限公司两家台资港资

企业，与市直单位、港澳台侨

企业代表进行座谈，深入了

解在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变化

影响下，厦门港澳台侨企业

的发展状况，面临的主要困

难，以及需要政府帮助解决

的问题，研究提出稳定港澳

台侨企业预期和信心、支持

港澳台侨企业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听取了市委副书记陈

秋雄关于港澳台侨企业有关

情况汇报，并与8家市直单位

负责人座谈后，裘援平表示，

支持港澳台侨企业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对此予

以更多关注，关心了解港澳台

侨企业在国际环境、法律环

境、政策环境、发展环境、服务

环境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

究解决举措，将中央出台的政

策落实落地落细，切实帮助他

们排忧解难。

在与 11 家港澳台侨企

业代表的座谈中，裘援平指

出，近期中央密集出台一系

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难、融

资难等问题。福建省和厦门

市在对中央政策的贯彻中速

度快，落得实，积极营造公平

竞争、鼓励创新的营商环境。

港澳台侨企业要对未来发展

保持信心，提升创新能力，拓

宽发展空间，抓住“一带一

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等机

遇，加快转型升级。

市政协主席张健表示，

我们将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对福建工作、对台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站在更高站

位看待问题，长远谋划，把工

作做得更实更好，推动港澳

台侨企业在厦门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 （卫琳）

本报讯 （记者许银锑）

4 月 24 日，厦门市委统战

部常务副部长兼市侨办主

任何秀珍，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陈俊泳率领海外华侨华

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入驻

侨团代表一行，前往福建自

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内

的中欧、中亚国际班列厦门

集货中心考察。

据介绍，作为自贸区

开出的全国首条中欧班列，

以及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

线试点计划的首条铁路线

试点，目前中欧（厦门）班

列已开通了厦门到布达佩

斯、汉堡、杜伊斯堡、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莫斯科等

6 条国际线路，通达 12 个

国家 30 多座城市。

中欧班列开行之初，海

沧站主要承接厦门周边地区

的货源，货物品类较为单一。

随着班列开行密度加大，现

在东南亚、东盟国家、韩国的

部分产品也都通过厦门中欧

（亚）班列进入国际市场。这

无疑为福建及周边地区企业

搭建起一条与欧洲贸易的绿

色通道，也为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

桥头堡作用，促进厦门及周

边地区、亚太地区的经贸合

作注入了新活力。

座谈会上，何秀珍表示，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在京举办前夕，以

及厦门市招商大会即将召开

之际，举办此次活动很有意

义。届时会有境内外商协会、

跨国公司、侨企等企业代表参

加厦门市招商大会。借此契机

我们组织联络总部入驻侨团

代表参观考察自贸区内中欧、

中亚国际班列，就是希望他们

通过考察能找到商机，为厦门

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厦门与住

在国之间架起更加畅通的桥

梁。机构改革之后，市委统战

部（市侨办）为侨服务的宗旨

不会变，为侨服务的职责不会

变。希望中欧班列的运行更加

通畅，也希望海外华侨华人社

团及在厦侨企事业四通八达。

陈俊泳说，这是机构改

革后，市委统战部首次举办

相关活动，联络总部是海内

外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今

后还会继续策划一系列相关

活动，更好地“凝侨心、聚侨

力、汇侨智”。

入驻侨团代表对厦门中

欧班列表现出强大兴趣，现

场询问了班列开行的诸多细

节问题，希冀未来厦门有中

欧班列穿过自己的所在国，

将货物更有效率地运送到欧

洲中心腹地，也为厦门带来

更多的好产品。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将于 6月 15 日开始
在福建举办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 4月 24 日在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

人马晓光应询介绍说，以“扩大民间交流、深

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将

于 6 月 15 日开始在福建省举办，集中活动为

期一周。

他说，本届论坛继续重点关注并服务基

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安排了大会活动以及 4

大版块共 33 项活动。其中，青年交流版块为

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

会、更大舞台；基层交流版块加深两岸同胞互

信和情感认同；文化交流版块推动中华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贸交流版块扩大

两岸交流合作的行业和领域，共享发展机遇。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马晓光还说，海峡论坛已经走过 10 个

年头，主办单位由最初的两岸 54 家增加到

今年的 82 家，参与论坛活动的台湾同胞达

十几万人次。事实说明，继续办好海峡论坛

符合两岸同胞期望多交流、走亲走近的共同

愿望。

他介绍说，去年，海峡论坛首次开放网络

报名，目的在于为更多想了解大陆、了解海峡

论坛的台湾同胞提供亲身体验的机会，台湾

同胞报名参与论坛活动十分踊跃，参与活动

后反响也十分积极。今年的网络报名已在论

坛官方网站开放，为满足广大台湾同胞需求，

名额增加到 500 名，报名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5月 10 日。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本届

论坛。 （赵博查文晔石龙洪）

地铁建设再传捷报
3号线岛内首个盾构区间双线贯通
本报讯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厦门地铁 3

号线双十中学站至五缘湾站盾构区间(以下简

称“双五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破土而出，标

志着地铁 3号线岛内首个盾构区间实现双线

贯通。该区间的贯通，为下一步进入机电装

修、铺轨阶段提供施工条件。

记者了解到，“双五区间”是地铁 3 号线

岛内最长的盾构区间，左线全长 1384 米，隧

道埋深 8.9 米至 18.3 米，于 2018 年 6 月 18

日开始掘进。右线于今年 1 月 28 日实现贯

通。

厦门地铁建设分公司土建专业经理王

章荣介绍，该区间穿越地层主要为残积砂质

粘性土、全风化花岗岩、散体状强风化花岗

岩和微风化花岗岩、孤石及基岩等特殊地

质，给施工增加了诸多难度。隧道多次下穿

燃气、电力、排水等重要管线，下穿两处地

下行人通道和一处地下行车通道。在掘进过

程中，平稳下穿信诚国际大厦和钟宅路跨线

桥。

地铁 3号线全长 36.72 公里，全线设车站

26 座，是连接厦门本岛与翔安东部的西南 -

东北向骨干线。线路起于厦门火车站，终于翔

安机场，途经体育中心、湖里公园、华荣路、火

炬园、双十中学、五缘湾、翔安行政中心、蔡厝

等，构建了厦门本岛至翔安片区的快速跨海

连接通道。线路通车后，厦门市民可由厦门火

车站快速直达翔安机场。 （林施 李琳）

本报讯（通讯员柯雯靖）

4 月 22日上午，致公党福建

省委和致公党厦门市委联合

主办的 2019 年海外华裔青

少年夏令营（厦门致公营）开

营仪式在厦门团结大厦举行，

来自缅甸和泰国的20多位华

裔青少年参加本次夏令营。致

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厦门市

委主委徐平东，中共厦门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陈俊泳，致公党

厦门市委原副主委王起 ，

致公党福建省委副秘书长、联

络处处长薛纪达，厦门致公书

画院院长庄德义等出席活动，

致公党市委秘书长李瑞盛主

持开营式。

徐平东致欢迎词，他表

示，营员们将在为期 10 天的

夏令营中参加汉字、书法、剪

纸、中国象棋等主题的国学

课程学习，并到华安土楼、集

美学村、鼓浪屿等地学习闽

南文化。希望夏令营丰富的

活动能让华裔青少年们领略

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提

升对祖（籍）国发展的认同

感，通过愉快的学习开拓眼

界。另外，他也鼓励华裔中学

生们积极报考厦门高校，成

为未来中缅、中泰文化沟通

交流的使者。

来自集美学校泰国校友

会的领队老师张祁娴和来自

缅甸仰光正友中学的学生代

表李欣爱分别上台发言。张

祁娴对主办方表示感谢，并

希望营员们珍惜机会，学习

中国文化，感受闽南特色。初

二学生李欣爱用流利的汉语

做了发言，她说自己祖籍厦

门，希望多了解闽南生活方

式和习俗。虽然生长在异国

他乡，但身为炎黄子孙，自己

有责任为中华文化的发扬光

大做出努力。

据悉，致公党厦门市委

长期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和

推动海外华文教育，2006 年

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17 期海

外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

（厦门致公营），来自菲律宾、

泰国、缅甸、印尼等国家的近

500 位华裔青少年来华短期

学习交流。目前，夏（冬）令营

已成为致公党厦门市委海外

联络工作的品牌，为海外华

裔青少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和 40 年改革开放成果构建

了良好的平台。

全国政协调研组来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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