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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侨大学第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 12 月 14 日在泉州

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任董事长。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声，中

共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邢

善萍为华侨大学新一届校董颁发

聘书。

作为华侨大学新一届董事会

董事长，蔡达峰表示，将与新一届

董事会成员一起共同努力，尽心

尽力履职担当，严格遵守董事会

章程，继承和发扬历届董事会优

良传统，汇聚海内外优势资源，为

学校的建设发展献计献策、贡献

力量，真正使董事会成为学校办

学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

据介绍，华侨大学第八届董

事会由海内外 103 名社会贤达组

成，分别来自中国内地(大陆)和

港澳台地区，以及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加拿大、泰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美

国等国家。

许又声在致辞中感谢所有关

心、支持、帮助华侨大学建设和发

展的各位董事、海外侨胞、港澳台

同胞及社会各界人士。“可以说，

华侨大学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他希望，本届董事会继续

为华侨大学的发展建设献智献

策、添砖加瓦，共同努力，以更加

优异的成绩，迎接华侨大学建校

60 周年。

成立于 1980 年的华侨大学

董事会，在扩大学校海外影响、奖

励或资助优秀学生、支持学校加

强对外交流合作、开展海外华文

教育以及改善教学生活硬件设施

等方面贡献卓越。庄希泉、胡平、

贾庆林、陈明义、宋德福、王刚等

先后担任董事长。

据不完全统计，39 年来，华

侨大学董事会向校董校友及海内

外各界募集善款折合人民币超过

5 亿元，兴建基础设施项目近百

项，并设立奖教、奖助学金、人才

培养交流等各类专项教育基金。

（孙虹）

本报讯 厦漳同城大道

开通运营、厦漳城际公交扩

容到 6条，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漳州（角美）延伸段工

程计划近期开工……记者

近日从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获悉，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交

通互联互通工作正在大踏

步前行，厦门市近期重点推

进 20 个交通项目，未来 3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180 亿

元。

据介绍，在闽西南协同

发展区五地市交通物流部

门联席会议上，五地市交通

部门重点开展相关规划课

题研究，携手推动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规划和建设

等工作。如今，《闽西南协同

发展区陆路交通互联互通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闽西南协同

发展区互联互通交通设施

规划》均已编制完成。

相关规划和行动计划，

已经开始从纸面变成现实。

比如，去年底今年初，厦漳

同城大道开通运营，形成两

市往来的一条全新快速通

道；前不久，厦漳城际公交

980 路开通，使连接两市的

公交线路扩容到 6 条；厦门

地铁 6 号线漳州（角美）延

伸段工程预计年底开工；厦

漳泉城际轨道 R1 线在厦

门新机场段已经开展土建

预留工程施工，未来 R1 线

将直通三座城市的主要城

区……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规划，厦门

市正在推动实施 20 个重点

协同区交通项目，包含铁

路、城际轨道、高速公路、国

省干线、城市干道等，未来 3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180 亿

元，最终将实现协同区内部

“90-60-30”互通，即各市行

政中心之间实现 90 分钟互

通，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行

政中心之间实现 60 分钟互

通，沿海主要节点之间实现

30 分钟互通。

交通互联互通工作的

推进，也将强化闽西南协同

发展区的辐射能力。据悉，

按照不同功能定位，五地市

将注重优势互补，打通对外

交通走廊、拓展经济腹地，

实现协同区对外“5-3-2”

互通的目标，即与长三角城

市群实现 5 小时互通，与珠

三角、中部城市群实现 3 小

时互通，至省内其他城市实

现 2小时互通。 （徐景明）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国务院常务会议 12

月 12 日召开，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

条例（草案）》，实化促进和

保护外商投资的措施；部署

推动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

为落实好明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外商投资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实施条例（草案）》于明年 1

月 1 日同步配套实施。《条

例》围绕外商关切，从行政

法规层面实化和明确了相

关事项。一是平等对待内外

资企业。规定在项目申报、

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质

许可等方面一视同仁。外资

企业依法平等参与国家、行

业、地方等各层次标准制定

修订，可提出标准立项建

议，并承担标准起草等工

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

限制外资企业进入政府采

购市场或实行差别及歧视

待遇。二是强化投资保护。

明确国家对外国投资不实

行征收，特殊情况因公共利

益需要征收的，应依照法定

程序和规定进行，并按市场

价值给予补偿。禁止利用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手段强

制或变相强制外国投资者、

外资企业转让技术。三是规

定主管部门在审核有关行

业、领域准入许可时，不得在

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审核环

节、时限等方面对外国投资

者设置歧视性要求。四是规

定了不依法平等对待外资企

业、违法限制外资企业平等

参与标准制定、不履行政策

承诺、强制转让技术等违法

行为的法律责任。五是明确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参照

外商投资法和《条例》执行；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

资，适用台湾同胞投资保护

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未规

定的事项参照外商投资法和

《条例》执行。会议要求以贯

彻外商投资法和《条例》为契

机，为包括港澳台企业在内

的中外资企业营造一视同

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会议指出，要贯彻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年实

现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

本再降0.5个百分点，贷款增

速继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其中 5家国有大型银行普惠

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 20%。

会议要求，要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将小微企业贷款

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单

户贷款额度上限由500万元

提至 1000 万元，将政府性融

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平均担

保费率逐步降至 1%以下，确

保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有明显进展。

“第五期福建省海外青年
精英研修班”顺利举行
本报讯 12 月 4 日至 8 日，由福建省委统战

部主办、厦门市委统战部协办的“第五期福建省

海外青年精英研修班”（厦门段）在厦门大学南洋

研究院顺利举行。来自马来西亚、阿根廷、哈萨克

斯坦、莱索托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 名学员参

与研修班。

研修期间，主办方为学员们挑选了《华侨华

人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中国国学文化的智慧

与传承》《互联网 +战略与创新思维》等五门高质

量课程，并安排学员们到华侨博物院、跨境电商

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为期三天的学习和考

察，学员对厦门市的华侨历史和经商环境有了较

为系统的了解，厦门优美的城市风貌和人文环境

也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火炬高新区推出“双百计划”
C 类项目将获得百万元扶持
本报讯“火炬高新区企业人才入选‘双百计

划’C类项目，将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12月 12

日，火炬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林卫东

接听市长专线时介绍说，高新区今年11月对去年

10月出台的《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的意见》做了进一步

修订，与以往政策相比，新政资金扶持力度更大。该

政策将于2020年 1月 1日开始受理。

“政策的迭代更新，主要是为了紧跟形势变

化、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林卫东告诉记者，此

次新修订的政策，是在走访企业、问需于企的基

础上酝酿出台的，旨在通过务实举措广聚全球英

才，为抓招商促发展、实施“三高”企业倍增行动

提供有力支撑。

按照新修订的政策，“双百计划”C类项目扶

持资金从原来 60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不仅资

金扶持力度更大，资金兑现效率也更高———企业

申报条件指标从原来的“上一年度”增加为“上一

年度或当年度”。

与此同时，新政还扩大人才储备计划，发挥

“以赛引才”的作用，将归国留学人员创业项目和

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及“春晖杯”

入围项目纳入“双百计划”项目储备，并给予留学

人员项目、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及春晖

杯入围项目相应的资金扶持。

林卫东表示，高新区坚持以人才驱动战略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除了升级政策、分类施策外，高

新区还注重招大引强，引进优质企业，推动高级

别研发基地落户，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良好平

台。与此同时，高新区以企业为主体精准引才，通

过大数据研判企业用才需求，积极组织企业赴外

地揽才。 （林露虹）

103 名海内外人士获聘董事

去年底今年初，厦漳同城大道开通运营，形成两市往来的一条全新快速通道（资料图片）

海内外各界厦门“寻祖根，铸华魂”

爱国侨领颜西岳：

力促侨企创办，建设华侨新村

香港实业闽商林树哲：

亲历改革开放

中国梦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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