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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国务院侨办主任许又声到华

侨大学调研。11 月 21 日，福建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会

见了许又声一行。

许又声表示，厦门是重要

侨乡，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

职能优势，在为侨服务和涉侨

招商引资、文化教育等领域与

厦门加强交流合作，凝聚侨

心、汇聚侨力，推动新时代侨

务工作上新台阶。胡昌升代表

市委、市政府对中央统战部、

国务院侨办长期以来对厦门

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

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继

续给予有力指导和支持，充分

发挥厦门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支点作用，以侨为

桥引资引智，助力加快建设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双方就进一步办好华侨大

学等交流了意见。

市领导陈秋雄、张毅恭参加

会见。 （蓝碧霞）

中新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官方微信

消息，中国侨联日前发出倡议书，

号召海内外侨胞助力冬奥，援建

“华侨冬奥冰雪博物馆”。

倡议书中写道，为展示海内

外侨胞心系祖国、参与冬奥的良

好风貌，中国侨联倡导“海内外侨

胞助力冬奥”活动，广泛动员引导

侨资、侨智、侨爱在参与冬奥、服务

冬奥、宣传冬奥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援建“华侨冬奥冰雪博物馆”。

倡议书中表示，“华侨冬奥冰

雪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崇礼的地

标性建筑，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展

品最丰富的冰雪主题博物馆，成为

世界冰雪运动推广传播和冰雪文

化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留给中国的一项丰

厚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影响。

中国侨联责成中国华侨公益基

金会负责接收来自世界各地为“华

侨冬奥冰雪博物馆”捐赠之善款。

本报讯 11 月 22 日下午，

来自厦门 50 家“三高”企业的

企业家们接过各自的结业证

书，他们在苏州为期五天的国

际化培训画上了圆满句号。11

月 18 日—22 日，市委组织部

联合市科技局、市工信局等部

门，依托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

研究院和新加坡新华国际教

育集团，在苏州举办首届“厦

门市‘三高’企业家高级研修

班”。

培训期间，来自新加坡、

世界 500 强企业等具有国际

化背景、精通企业经营的管理

专家、企业高管等为学员授

课、答疑解惑，量身定制的课

程赢得不少点赞。企业家们纷

纷表示，这样的培训及时、有

效，不仅学到新加坡国际化的

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苏州高

新技术企业创新经验，更加深

了彼此的联系交流，帮助他们

开拓了视野，为企业进一步发

展指明了方向，期盼未来有更

多培训机会。

这是厦门首次组织“三

高”企业家“走出去”，组团赴

外地举办国际化培训班，目的

是切实帮助“三高”企业创新

发展，拓宽企业家高端培训渠

道。今年以来，厦门为培养厦

门企业家拥有现代化的理念

和国际化的视野，结合“走出

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先后

组织了多场企业家国际化系

列培训班，对厦门“三高”企

业、中小微企业等进行精准培

训。仅 10 月底到 11 月中旬，

就有市委组织部与市科技局

联合举办的厦门市“三高”企

业工程科技人员国际化培训

班、PMP 国际项目管理系列

培训班等三场针对厦门“三

高”企业家的培训。

接下来，厦门还将落实

“三高”企业家赴国(境)外培训

相关扶持政策，并在持续开展

的“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研修

班”“中小企业总裁班”等培训

中组织一定数量的“三高”企

业家参训，全力为“三高”企业

家接受国际化高端化培训开

源引流。 （吴君宁）

本报讯 来自全球 14 个

国家(地区)的 30 多位海外留

学人才和人才机构，将与厦门

市 30 多家企事业单位代表齐

聚一堂，开展“面对面、一对

一”的对接洽谈。

11 月 28 日，由中共厦门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联合福建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的“海外

高层次人才福建行·厦门站暨

2019 年厦门市海外留学人才

项目对接洽谈会”在厦门宾馆

拉开序幕。

今年 9 月起，厦门市人

社部门紧紧围绕“双千亿”产

业链和重点产业需求，特别

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新材料等行业领域，面

向海外征集高层次留学人才

项目信息。

通知一经发布，就收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高层次

人才的热烈响应，共有 332

位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高新

项目报名参会。这些人才及

项目经过厦门市园区、企业

的认真筛选，最终确定邀请

30 名符合厦门产业发展需

求、项目较好、对接意向较明

确、对接需求单位较多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来厦开展对接

洽谈活动。

据悉，本届“留洽会”受邀

来厦的海外人才学历层次高，

博士学位的人才占到 90%，其

中还有几位是双博士。厦门方

面求贤若渴，共有 198 家企事

业单位提出高层次人才需求，

涉及岗位 345 个，最高年薪

100 万元。 （钱玲玲）

本报讯近日，中国留学人员

创业园建设 25 周年座谈会暨第二

十届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年

会在江苏常熟举行。会上发布《中

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竞

争力报告》(2019)，厦门留学人员

创业园以综合得分 94.34 位居“竞

争力排行榜”第三名。目前，全国

留学人员创业园共有 350 家。

自 2002 年建成以来，厦门留

学人员创业园围绕建设国内一流

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的目标，积极推动招才引智与项目

引进并举的协同招商，形成了专业

化、国际化、资本化发展的良好局

面。截至目前，厦门留学人员创业

园已引进海内外科技创业人才

2000 多人，其中海外留学人员

1000 多人，占来厦创业留学人员

总数的 90%；园区现有留学人员企

业 150 家，来自美国、新加坡、英

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和港澳台地区。

厚植沃土，打造海外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重要承载地。多年来，园

区围绕厦门火炬高新区产业链、创

新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引进

一批产业领军人才、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和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同

时，通过打造专业孵化、科技金融、

创业辅导、政策四个服务平台，组

建“一对一”服务小组，针对性地为

人才开展帮扶服务。

引进一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带

来若干团队，培育一批企业，带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样的连锁

效应在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不断

上演。如园区第一家留学人员企业

三达膜已成为中国膜产业的“黄埔

军校”，最近在科创板上市；瀚天天

成成为国内首家、全球第四家可提

供商业化 6 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

的生产商；清源科技已成为国际化

光伏设备提供商。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园区抢抓战略机遇，通

过打造福建省首个海外 (硅谷)离

岸孵化器，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举

办三届中国厦门海外创新创业大

赛等举措，对接国际高水平创新资

源，吸引人才项目落户厦门。就在

近日，落户园区的新加坡创士锋项

目启动运营，该项目将在厦门建立

并长期维持一条以新加坡为枢纽、

连接中国通向国际的高科技创新

资源渠道，引导“三高”企业项目落

户厦门。 （林露虹郭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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