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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0 日，厦门市政协

组织部分政协委员深入海沧区视察

涉侨文物保护情况，为推动这项工作

出谋划策。厦门市政协副主席江曙霞

带队。

委员们实地察看了青礁慈济宫、

莲塘别墅和海沧社区柯井社老侨房。

青礁慈济宫乃为纪念保生大帝而建，

现存康熙、嘉庆、咸丰、光绪等朝代的

重修碑记；莲塘别墅为旅居越南华侨

陈炳猷所建，“品”字形结构别具特

色；海沧社区柯井社散落有多座美轮

美奂的华侨古建筑。这些涉侨文物是

厦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系

海外侨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委员们认

为，保护好涉侨文物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对此高度重视，涉侨文物的保护

和修缮工作做得较为到位，下一步应

在开发利用上再下功夫。

委员们建议，要全面摸清、系统

梳理厦门涉侨文物资源，加大保护和

修缮力度，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利

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格局，

整合资源，将涉侨文物资源打造为促

进乡村振兴的旅游新项目，打造为文

化传承和增进华侨友好往来的平台。

（卫琳）

本报讯（记者林硕）为更好服务侨

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厦门“五

大发展”示范市和海丝战略支点城市建

设贡献侨界力量，8月 16日上午，由厦

门市人大侨务外事委员会、厦门市委统

战部、厦门市侨联牵头组织的优化侨资

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在厦门市政府西

楼会议室成功召开。

厦门市人大侨外委主任委员邹

炳明出席并主持座谈会。市发改委、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财

政局、市人社局、市商务局、市工信

局、市金融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等

有关部门人员参会，裕景兴业、三达

膜、厦门国际创新园、厦门信延、旭初

会计事务所、顶峰房地产、保金控股

等 20 余家侨商企业公司代表参加了

座谈会。

座谈会上，厦门市科技局高新

技术处的人员就《关于实施高科技

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倍增计划的意

见》，重点围绕“鼓励企业增产增效，

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加大财政

金融扶持力度、强化人才要素供给、

给予生产要素配套及优化提升企业

服务”等六大类共 21 条措施，为参

会企业代表作了详细解读，使与会

侨资企业代表对厦门市“三高”企业

培育和发展的有关政策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

企业家发言环节，厦门市侨商会

常务理事许端丽表示，希望政府有关

部门进一步研究健全竞争政策体系，

坚持竞争中立原则，对所有市场主体

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断规范市场

秩序，促进公平竞争。鼍龙园熊佑熊

说，希望政府加大对生物领域的高科

技企业进行相关的政策扶持，特别是

在企业融资、资金补助、人才引进等

方面给予支持。保金控股潘平辉建

议，应加强外商融资政策，拓宽“三

高”留学人才条件，吸引更多人才来

厦；要进一步实施开放政策和完善制

度, 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城市。旭初会计林燕彬提到，相

较于现有的政策，当前政策趋向于对

外招商，对于本土企业也应出台相应

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切实帮助侨商

侨企全面开花、蓬勃发展。裕景兴业、

三达膜、厦门国际创新园、顶峰房地

产等侨资企业代表也分别提出企业

用地、营商政策重要性大于资金扶

持、与厦门地铁建设对接等问题。

参会企业代表就进一步优化侨

企营商环境积极踊跃发言，围绕政策

如何落地生根，当前侨资企业快速发

展的形势及面临的困难问题等出主

意、提建议，积极为进一步推进厦门

营商环境献计献策。

座谈会上，对侨资企业代表反映

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厦门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会人员逐

一进行了解答。

本报讯 2019 厦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

路投资大会(简称“厦洽

会”) 将于 9 月 8 日在厦

门开幕，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8月 16 日，厦门

就相关筹备和保障工作

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据了解，本届厦洽会

突出“丝路”主题，展览展

示由“投资主题馆”“产业

招商馆”“丝路贸易馆”三

大部分组成，设置 16 个

专业展区，总展览面积

13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

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已

确定参展。塞尔维亚成为

本届厦洽会主宾国；山西

省成为主宾省。

本届厦洽会策划举

办四大类型对接洽谈活

动，分别为重点产业对

接、重点区域对接、热点

专题对接、中国企业“走

出去”专场对接。已有近

千家投资商报名参加项

目对接，策划设计专题

对接活动超过 100 场。

据悉，前期对接撮合工

作已全面启动，大会期

间将安排 3 万场次对接

活动。

厦洽会策划的专题

论坛及权威信息发布约

100 场。包括国际投资论

坛暨丝路投资大会、丝路

海运国际合作论坛、中国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

会、中国国际绿色创新发

展大会等，内容涵盖投资

全要素。其中，投资专题

论坛近 50 场，“一带一

路”专题论坛近 20 场，权

威信息发布 11 场，境内

外政府投资环境说明会

及政策和项目发布会 20

场。

截至目前，已确定参

会客商团组近 600 个，其

中国际组织及境外商协

会超过 200 个，联合国贸

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

织、世界投资促进协会、

东盟秘书处等都会派员

参加。参会企业预计达

3000 家，其中跨国公司

及世界 500 强企业超过

100 家，还会有大型央企

和知名民营企业组团前

来。

国际投资论坛主旨

大会被奉为国际投资风

向标，今年论坛以“共商

国际合作新方式、共建绿

色生态新思路、共享‘一

带一路’新成果”为主要

议题。联合国总部、联合

国工发组织、联合国贸发

会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

协会等国际组织高层，将

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今年新设的丝路海

运国际合作论坛，将围绕

“丝路海运”发展的关键

环节，举办主论坛、专题

论坛和对话活动，讨论议

题包括港口航运合作、口

岸通关便利化、海铁联

运、智慧物流等。

（蓝碧霞）

本报讯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厦

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 11 月 1

日 -4 日在厦门举行。主展区的工艺

艺术板块深挖两岸工艺资源，展示两

岸工艺精品，将被打造成本届海峡两

岸文博会的最大特色。

8月 20 日，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本届海峡两岸文

博会筹备相关情况。

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以

“一脉传承创意未来”为主题，首次启

用厦门会展中心全馆，布展总面积达

7.5 万平方米，折合约 3500 个标准展

位。主展区由省市名企、文创旅游、工

艺艺术、创意设计、数字影视五大专

业板块组成，突出特色精品，深根专

业领域。

此外，作为本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的一大亮点，今年的展会首次设立了

超 6500 平方米的台湾精品展区。展

区内不仅包含南投等地的主题馆，还

涵盖了文创人才对接活动及各类具

有台湾特色的产品。

作为配套活动，本届海峡两岸文

博会还将推出文博大讲堂、文旅资本

论、东方生活美学三大精选系列活

动，并同期举办创意工美博览会、知

识经济博览会暨国际创新教育论坛、

海峡两岸文旅交流大会暨青年文创

展等活动。“中国工艺美术创新作品

奖”“福建省高校艺术设计奖”“厦门

好创意设计奖”等五大奖项也将在展

会上揭晓。

据了解，海峡两岸文博会至今已成

功举办十一届，累计签约项目1308个，

签约金额达3061.4亿元。 （蒋巧玲）

本报讯 厦门之美，

因为有陈嘉庚！8 月 21

日，嘉庚精神文化传承读

本教材再添生力军，国内

技工院校首本嘉庚精神

校园德育文化读本《弘扬

嘉庚精神培养诚毅品格》

在厦面世。

《弘扬嘉庚精神培

养诚毅品格》由福建省

诚毅技术学校组织力

量编纂。该教材以嘉庚

先生一生的伟大实践

为引领，将嘉庚精神与

技工院校教育特色有

机结合，共分六个单

元，内容新颖丰富，通

俗易懂，兼具实用性和

趣味性。

校方介绍，他们将实

行分期授课，以“每月一

堂课一活动”循序渐进的

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

习、讨论、思考，并结合志

愿服务、社会实践，在潜

移默化中向学生传递嘉

庚精神。

当日，在该书首发仪

式上，福建省诚毅技术学

校校长钟远南简要介绍

了编撰该书的背景和现

实意义：“出版嘉庚精神

德育读本，旨在为嘉庚精

神教育活动提供一本适

合技工院校使用的、通俗

易懂的、学生乐于接受的

教材读本。”

（谢祯李秀明）

厦洽会筹备进展顺利
将安排 3万场次对接洽谈

嘉庚精神德育读本面世
系国内技工院校首本

海峡两岸文博会 月在厦举行
深挖展示两岸工艺精品

华侨博物院更换掌门人

刘晓斌任院长

家国情怀 智能建造

记华侨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归侨教授王晨

厦门第一任女副市长柯雪琦

架起海内外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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