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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威洋）为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厦门

市归侨侨眷权益保障条例》，切实

做好关心关怀归侨低保户工作，

12 月 30 日下午，市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带

队到翔安走访慰问归侨低保户。

来到归侨周老先生家中，一

进门，何秀珍就与周老先生亲切

交谈，并详细询问周老先生的生

活情况、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据

了解，现年 77 岁的周老先生是印

尼归侨，居住在翔安区新店镇，属

低保户。周老先生年老多病，做过

心脏手术，无退休金，子女无固定

收入，生活十分困难。

何秀珍鼓励周老先生要保持

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最近气

温骤降，一定要保重好身体，随后

送上了节日祝福和慰问金。

周老先生十分感谢党和政府

对困难侨胞的关心和牵挂，各级

侨办的真切关怀让他备受感动。

何秀珍表示侨办是归侨侨眷

的护航者，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为归侨侨眷服务，真正把党和

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归侨侨眷心

坎上。

虽然寒气逼人，但在周老先

生的家中，却洋溢着浓浓温情。此

次慰问不仅为归侨低保户送去温

暖，更带来了迈向美好生活的希

望。

本报讯 （通讯员阮彬彬）

日前，思明区侨联在海外

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

部召开九届二次全委会，

商谈侨家事，谋划侨家计，

近 40 名委员参加。

会议听取厦门市侨联

副主席、思明区侨联主

席苏枫红所作的工作报

告。报告指出，区侨联牢固

树立“大侨务”观念，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区侨联工作逆势而

上，以“聚力”夯实基层

组织建设，实现“区、街、

社区”三级侨联组织全覆

盖。

同时，思明区侨联以

“真情”搭建“薪火相传”的

新老侨、海内外联谊新平

台，涵养侨务资源；以“爱

心”构建“真情护侨、抗疫

暖侨、精准惠侨”的和谐侨

界，提升民生福祉；以“自

信”深耕华侨文化，奏响

“办展、出书、建馆、沙龙”

四部曲，厚植家国情怀；以

“侨智”献策数字城市建设

发展。

委员们认为，侨联工

作扎实，报告求真务实。

委员们审议通过 2021 年

区侨联“守初心、聚人心、

树匠心、凝同心”工作谋

划，他们表示，2021 年将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饱满的热情、更加坚定的

信念，为厦门城市建设发

挥侨力、汇聚侨智作出新

的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连丽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30

日，政协第八届思明区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会

议期间，致公党思明区基

层委 13 位区政协委员共

提交“关于网格化工作提

质升级的若干建议”集体

提案 1 件、“关于为老年

人等特殊人群发放带二

维码爱心胸牌的建议”等

委员个人提案 8件。

基层委主委刘军锋、

副主委连丽平、党员许丹

荣获思明区政协第八届

“优秀政协委员”；致公党

思明区基层委提交的“推

动社区松绑减负，优化机

制提质增效”、党员陈小

菲委员提交“关于运用科

技手段支撑思明区社会

治理智能化的几点建议”

及党员石磊委员提交“关

于思明区老旧小区消防

安全的建议”三件提案获

评区政协优秀提案。

刘军锋在开幕式上作

“打造网格化思明范本，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大

会发言。该发言被收录

“2020 年思明区政协议政

建言集”。

福建省侨联

赴南平市走访慰问
推进闽侨智库建设

本报讯 据福建省南平市侨联消息，日前，福建省

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朱根娣带队，赴南平市侨联、

武夷山市侨联、武夷学院侨联走访慰问，并召开闽侨

智库、高校侨联工作座谈会。

朱根娣代表省侨联，向闽侨智库成员肖冠娇、朱燕

涛、靳万禄和武夷学院侨界知识分子林冈、张碧聪送去

亲切的慰问，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侨联工作的支持和

参与。朱根娣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共同推进

侨联工作特别是侨情专报工作迈上新台阶。

福建省侨联全媒体中心吴厚才结合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就认真学习贯彻“十四五”规划建

议、推进调研成果转化为专报类信息、进一步做好侨

联信息工作作了辅导。

与会人士认为，闽侨智库和《侨情专报》是地方

侨联和高校展示研究成果的良好平台，将结合各自

专业优势，积极转化调研成果，借助侨联信息渠道，

进一步拓展基层侨联、高校侨联工作，共同推进“地

方侨联 +高校 +智库”建设。

武夷学院党委书记肖铮会见了慰问组一行，并

就推进学校侨联换届、筹建闽侨智库中心等事宜达

成一致意见。武夷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陈金瑞参加

相关座谈会。南平市侨联主席黄伟陪同。

福州侨联海外联谊研修班结业
本报讯 由福州市侨联主办，闽清县侨联协办的

“福州侨联海外联谊研修班”近日举行结业仪式，来

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 20 多个国家的侨领和

部分侨联工作者参加了仪式。

福州市侨联副主席李清华作结业讲话，并为学

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结业仪式由福州市侨联文化

联络部部长林友平主持。

李清华对研修班的成功举办和学员们所取得的学

习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学员们要发挥融通中外

的优势，宣传好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中国好故事”的讲

述者、“中国好声音”的传播者；要努力把握中国发展机

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个人事业发展和助

力新福州建设双丰收；要促进侨社和谐团结，坚持立会

为公，务实奉献，薪火相传，服务乡亲。

此次研修班邀请了省内有关专家学者授课，课程

涵括了“一带一路”发展新格局中华侨华人的新机遇和

新作用、疫情常态下世界经济形势与应对、《民法典》亮

点、福建省海外侨情简况及实地参观考察等。

学员们表示，学习时间虽短，但受益良多，不仅

对讲座专题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收获了同学情，

也更加明确了身上的责任与使命，今后将进一步凝

聚共识，带领广大海外侨胞充分把握中国发展带来

的机遇，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的对接点，融入和回馈

住在国。 （吴乐思）

本报讯（通讯员钟巧

莉）2020 年 12 月 29 日，

厦门大学侨联主席程璇、

闽侨智库厦大研究中心

办公室主任郭玉聪一行

前往海外华侨华人厦门

联络总部，拜访欧洲福建

侨团联合总会德国副主

席、德国福建商会执行会

长郭卓明，并与德国福建

商会副会长单位、理事单

位、德中文化教育经济促

进会办事处等 20 多人举

行座谈交流，敦睦乡情梓

谊，共谋发展大计。

程璇一行参观了联

络总部办公场所，获悉

海外华侨华人厦门联

络总部已有来自五大洲

43 个国家和地区共 4 批

次 82 个华侨华人社团入

驻办公。

郭卓明介绍了德国

福建商会办事处的运行

管理，以及产业、经济发

展情况，并表示作为海外

侨团一员，要聚侨心、汇

侨智、凝侨力。同时，作为

一名厦大校友，很愿意与

厦大侨联开展合作，共享

资源，共同发展。

程璇介绍了厦大侨

联的基本情况，以及厦大

百年校庆期间拟开展的

活动，希望厦门联络总部

成为海外侨团的工作基

地和展示窗口，广泛联系

华侨华人新生代，弘扬陈

嘉庚爱国爱乡精神，当好

民间文化教育使者，为国

家发展、城市建设添砖加

瓦。

本报讯“此心安处是吾

乡。”1月 6日，厦门市台商

协会向广大在厦台商台胞

发出留厦过年的倡议书。

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

莹表示，2020年是极不平凡

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广大台商台胞

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扶持帮助下，以守望相助、

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受疫情重重考验，企业不

仅快速复工复产，有的台企

业绩还逆势增长，以实际行

动书写了台商台胞“爱拼才

会赢”的奋斗精神。

“以往春节，不少在大

陆的台商台胞会回台和家

人吃团圆饭，但今年很特

别，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我们每个人都将

共同面对疫情防控的重大

考验。”吴家莹说，为了防

止疫情出现反复，厦门市

台商协会特意向广大在厦

台商台胞发出倡议，呼吁

大家一起留厦过年。

作为两岸同胞融合最

温馨家园，厦门拥有台企超

5700家，生活着超 12万名

台商台胞。此前，台商协会

对在厦台商台胞进行了初

步摸底，许多台胞表达了在

厦过年的意愿。“事实上，这

么多年，很多台商台胞已经

把厦门当作了第二故乡，大

家留厦过年，减少流动，一

定会为我们的城市铸起更

加坚实的疫情防控屏障。”

吴家莹说，相信有来自厦门

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关爱，广

大留厦台商台胞今年一定

也能过上一个幸福温馨安

全的春节。 （詹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40

多名两岸青年变身“助农使者”，

共同走进全国文明村后溪村，在

后溪城内社城隍庙启动直播活

动，助力乡村“出道”。1 月 1 日，

集美“农青”两岸直播暨两岸青

年 2021 新春音乐会在后溪村城

内社举行。

此次活动以助力乡村发展为

目的，号召两岸大学生志愿服务

队走近乡村文化艺术、非遗手作、

特色小吃，选取优质产品、特色文

创进行直播销售推广示范，同时成

立两岸直播技术流动学堂，帮助

村民学习“直播带货”技能。现场还

设立了“古早味‘红龟粿’制作”“腰

鼓教学”“黑猫文创带货”“海蛎直

播”4个摊位，参与者可将培训中

所学知识运用于直播实战。

“这是村民自己制作的红龟

粿，我们想要帮村里宣传村庄特

色。”在厦台青吴炳璋说，希望通

过红龟粿传递美好寓意，大家都

红红火火。

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与村

民一起直播互动、进行交流，并

欣赏新春音乐会。据介绍，两岸

“农青”直播活动还将陆续走进

集美区的侨英浒井、杏林高埔等

村落，争取为每个村庄创造属于

自己的品牌文化。

本次活动由集美区台港澳

办、共青团集美区委员会指导，

海蛎文创基地主办，厦门北站台

湾青年双创基地承办，海峡两岸

（厦门）直播电商产业合作园、后

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协办。

（应洁 吴觅亮）

致公党思明区基层委政协提案获佳绩

厦门市台商协会发出倡议
呼吁台商台胞留厦过年

共享资源，共同发展
厦大侨联主席一行

走访德国福建商会共谋发展

两岸大学生进乡村直播带货
集美“农青”两岸直播暨两岸青年 2021 新春音乐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