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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厦门路、思明

路首次出现在甘肃省临夏

州大地。7 月 25 日，记者

在临夏州政府所在地的临

夏市区看到厦门路、思明

路路牌，分别位于临夏市

政府大楼的左右两边城市

主干道路上。其中，厦门路

有数公里长，思明路近 2

公里。

近年来，该市的高楼

不断建成，居民不断增加，

城区不断外扩，城市化水

平不断提高，城市市政主

干道路不断形成环状，但

有些路还来不及起名。为

完善市政设施和方便群众

以及增加人文历史因素，

经过征求市民意见和专家

论证，市政府多次开会，近

日敲定包括厦门路、思明

路在内的 49 条新路和 10

座桥梁的名字。道路起名

“厦门”“思明”是考虑到厦

门对口支援帮扶临夏市的

因素。厦门市东西部协作

帮扶临夏州，思明区对口

帮扶临夏市。有市民建议

以街道新路名字，来记住

两地的深厚友情，得到了

当地部门和专家的采纳。

除此之外，在临夏州

8169 平方公里的辖区，一

些厦门援建的幼儿园、小

学、道路和桥梁的名字，也

都融入了厦门元素，如鹭岛

小学、鹭岛幼儿园、嘉庚幼

儿园、火炬小学、厦门楼、海

沧桥、嘉庚路等。

（林森泉）

福建省侨联主席一行

赴福州市高新区考察侨企
本报讯 7 月 28 日，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一

行赴福州市高新区考察侨资企业，调研基层侨联

组织建设情况。

在高新区，陈式海一行先后走访了侨企福建

浩然光电有限公司、福建中科光汇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福建分中心、大庄里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闽台文化融合样板区，并参观了产品

展览厅、技术研发中心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了企

业文化以及当前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陈式海对高新区侨资企业在致力投资研发高

性能高技术产品等方面表示肯定。他表示，在企业

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侨联将发挥优势积极提

供帮助。

陈式海表示，希望高新区尽快建立侨联组织，

搭建侨联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

引进和用好海外人才，为高新区经济发展服务。

高新区管委会党组书记黄建雄感谢省、市侨

联对高新区工作的关心和指导，表示将尽快在高

新区成立侨联组织，以侨联组织建设带动园区建

设，更好地凝聚侨界力量，推进园区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 （郑建新）

福州市首个

县级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
本报讯 据福州市委统战部消息，近日，闽侯县

留学人员联谊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员

代表大会，闽侯县委副书记赵春荣出席大会并讲

话。

闽侯县留学人员联谊会以闽侯县留学人员，

主要是归国留学人员、海外学友中具有一定代表

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为主体自愿组成，第一届

会员 211 人，其中博士 21 人，硕士 33 人。闽侯县留

学人员联谊会是福州市首个县级留联会。

闽侯县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叶日新表示，闽

侯县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和重视留学人员，留联

会将集中世界智慧，为建设新闽侯作出贡献。

闽侯县委统战部部长陈祥波表示，闽侯归国

留学人员总体规模大，集聚效应强，代表人物多，

特别吸收了福州上街大学城高校的归国留学人

员。多年来，归国留学人员为闽侯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年初以来，面

对疫情，海内外留学人员积极筹措物资，爱国之

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令人感动。

闽江学院侨联推动校地合作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7 月 25 日至 26 日，“电商物流协同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主题论坛在建宁县闽赣省际(建

宁)电子商务产业园召开。

论坛由闽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建宁县工

业和信息化局与建宁县均口镇人民政府主办，当

地农村电商与物流相关职能部门及行业企业管理

人员、高校相关院系负责人、骨干教师、侨界专家、

归国留学生等参加。

论坛上，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学院)陈

秋华教授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三产融合

发展”主题进行辅导，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海归

博士郑宇婷分享了农村电商网络营销解决方案，

闽江学院经管学院吴晓园博士分享了农产品供应

链的创新模式。

26 日，与会人员还参加了农产品直播活动，组

织直播“带货”，推销莲子、黄桃、茶树菇等建宁县

特色农产品。

参加此次活动的当地电商经营者彭洪英等人

表示，由于受限于直播平台对接与技能缺乏，农产

品直播的销路一直不好，通过论坛不仅丰富了农

村电商的知识，同时掌握了如何优化直播流程与

话术，受益匪浅，收获满满。近年来，闽江学院侨联

在做好侨联组织自身工作的同时，结合院系经济

管理、电子商务、物流等专业优势，积极走出去，推

动校地合作，助力乡村振兴。 （陈本煌 李妍琳）

本报讯（通讯员 蔡滢）

7 月 26 日，致公党厦门市

委举办 2020 年骨干暑期

读书班暨“书香机关”读书

活动启动会。致公党福建

省委副主委、厦门市委主

委徐平东出席会议并讲

话。

徐平东表示，举办此

次活动，旨在通过学习《民

法典》，以机关干部读书分

享会等形式，带动全市致

公党员广泛深入开展读书

活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读书学习重

要论述精神，推进致公党

机关队伍建设，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开展思想

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身

政治觉悟和履职水平，推

动学习型、创新型参政党

建设。

启动会上，致公党市委

法制建设委员会主任陈雪

为大家作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的解读讲座，通

过对《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和总则分编亮点的深入解

析，加深了骨干党员和机关

干部对民法典的理解。党员

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

彻《民法典》，以更高的自觉

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心声，

当好所联系的界别群众的

“贴心人”，做好答疑解惑工

作，切实提高法治意识，履

行好参政党职能。

徐平东据此提出几点

要求：要以读书增长能力，

增强履职本领提高建言质

量。要以读书催人奋进，形

成良好氛围转变学风作风。

要以读书倡导创新，不断积

极进取开拓工作思路。

本报讯（通讯员 马祥军）7

月 24 日，厦门市侨联召开 2020

年信息工作推进会，开展专题

培训和学习交流。市侨联副主

席邓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 2019 年度全

省侨联系统、全市侨联系统信

息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对信息工作特别突出的闽侨智

库厦门大学研究中心、湖里区

侨联、吴崇伯等单位和个人进

行表扬。

市侨联秘书长杜瑞田重点

解读了《厦门市侨联关于推动

信息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

化的意见》，对信息工作责任落

实、信息撰写报送考评提出具

体要求，并以理论联系实例的

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分享了

信息报道和侨情专报撰写的经

验方法。

邓飚在会议总结时指出，

2019 年全市侨联系统信息工

作取得丰硕成果，是全体信息

员和智库成员共同努力的成

果，希望优秀单位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落后单位对标对

表、迎头赶超。他对做好新时

代侨联信息工作提出几点意

见：要充分认识到侨联信息、

侨情专报“千里眼”、“顺风耳”

的独特作用，要围绕中央、省

委、市委和上级侨联工作要求

和主要精神，积极撰写信息，

为党委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提

供重要依据。要发挥青委会、

新侨人才联谊会、侨商会、联

谊会等直属团体会员单位和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

总部积极性，发挥政协侨联界

别、人大代表和厦侨智库的优

势，着力拓宽信息报送渠道，

不断扩充信息来源，实现资源

共享。要着重突出侨情专报、

信息的质量，加强数据收集、

综合分析和实践调查，及时反

映侨界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

做法。要大兴调研之风，尽量

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确保信

息准确、实效、有针对性。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

升镇街场侨联委员等基层

侨联干部政治理论、业务

知识水平,围绕“新时代如

何加强基层侨联建设”主

题，同安区侨联宣讲组于

7 月 16 日 -22 日先后深

入莲花镇、祥平街道、洪塘

镇、竹坝农场、新民镇、西

柯镇侨联开展基层侨联业

务培训。

宣讲组重点组织学习

中国侨联《关于新时代加

强基层侨联建设的指导意

见》，理论联系实际，就当

前基层侨联组织如何契合

时代发展动向展开宣讲：

要以“党建带侨建”为引

领，推进“侨胞之家”建设，

推动基层组织建设，把侨

联建成归侨侨眷海外侨胞

可信赖的“侨胞之家”; 要

抓网络建设，延伸侨联工

作触角，在有条件的社区、

村成立侨联，扩大覆盖面；

要抓侨联队伍建设，提升

侨联干部综合素质；要自

觉践行侨联“以人为本、为

侨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

为侨界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的

能力水平。

区侨联宣讲组还与镇

街场侨联委员、干部就发挥

基层侨联作用，以民俗活

动、宗亲活动、寻根谒祖等

载体，拓展侨联与海外及港

澳台宗亲团体联谊，促进民

间交流交往等方面工作进

行了交流探讨。

同时，结合宣讲活动开

展《民法典》法治宣传，发放

法律宣传材料。通过面向基

层举办业务培训，不断充实

基层侨联干部业务理论知

识，增强法制观念，进一步

增强为侨服务意识，提高为

侨服务综合素质。

本报讯 7 月 29 日，“爱心厦门·行舟

百渡”慈善助学公募项目推介会在厦门南

普陀寺举行。

据介绍，该项目将与厦门 91 个街道

社区进行长期合作共建，资助贫困学子，

并通过公开募捐的形式，在南普陀寺慈善

会公众号、新浪公益、腾讯公益等各公募

平台陆续上线，发动广大社会爱心人士共

同参与。项目拟为贫困学子公开募捐金额

100 万元，为期三个月，助学费用仍有不足

的金额由南普陀寺慈善会配比支出。2020

年预计资助福建省少数民族地区和厦门

市 91 个共建社区贫困生 150 人。

从 7月 30 日至 8 月 12 日，南普陀寺

慈善会工作人员、慈善会理事、法师和志

愿者将分成 10 个工作小组，每个工作小

组入户走访 13-15 个家庭，了解核实学生

家庭信息，让慈善资金真正发放到需要帮

助的学子手中。此外，本次活动后续还将

前往省内“一对一少数民族助学”的 36 位

贫困生家里完成入户访问及关怀送暖工

作。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人大机关文明办、

厦门市民宗局、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共同

发起。 （何无痕）

八闽侨声

还有嘉庚路、嘉庚幼儿园等厦门元素

同安区侨联下基层开展侨联业务培训

携手募捐
资助贫困学子

及时反映侨界
新思想新观点新做法

厦门市侨联召开系统信息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