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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钟巧莉）

2021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厦大侨联主席程璇、副

主席黄冠华陪同福建省侨

联经济科技部部长陈晓、

厦门市侨联主席陈俊泳、

副主席林中英等，先后走

访慰问了厦门大学周大旺

教授、郑南峰教授和史大

林教授，并与 3 位新侨专

家亲切交谈，送上新春的

问候和祝福。

作为新侨人才的杰出

代表，荣获第八届“中国侨

界贡献奖”一等奖的郑南峰

是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教授、能源材料化学协同创

新中心副主任、纳米材料制

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荣获第七届

“中国侨界贡献奖”二等奖

的周大旺教授现任厦门大

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

长；荣获 2020 年“科学探索

奖”（天文和地学领域）的史

大林教授是厦门大学环境

与生态学院副院长、环境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

慰问团代表侨联组织

祝贺三位厦大教授在各自

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为

侨界赢得了荣誉，感谢他们

对侨联工作给予的关心和

支持。三位新侨专家表示，

侨联领导的关心问候让他

们深受感动，倍感温暖，他

们将深耕专业、加强交流，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

极参与侨联活动，发出侨界

声音，展现侨界风采，用专

业知识帮助企业解决科技

难题，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转

化应用，为国家和地方的科

技、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自

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三位新

侨专家还分别向慰问团介

绍了各自研究领域的特点

及工作情况，并就进一步完

善人才引进机制、项目管理

体制、国际化营商环境，以

及教育、医疗、智慧城市建

设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福州“榕警在线”

开启网上便民惠侨服务
本报讯据福州市委统战部消息，1月 10 日，

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这一天还是“榕警在线”

网上便民惠侨服务平台正式对外开启服务的日

子，这是福州市公安局针对境外福州籍华侨华

人和在外乡亲自主开发建设的一个网上办事服

务网站。

福州是著名的侨乡，为切实解决境外福州籍

华侨华人和在外乡亲的服务需求，2018 年 6 月，

根据“福州十邑同乡会”乡亲的提议，福州市公安

局专门设立了服务华侨华人的微信线上“侨胞服

务站”，通过微信接受福州籍侨胞的业务申请和

求助咨询。

据福州警方介绍，2019 年 11 月，福州市公

安局启动了“侨胞服务站”的升级版———“榕警在

线”网上便民惠侨服务平台建设工作。2020 年 9

月，“榕警在线”网上便民惠侨服务平台上线试运

行。

平台包含“咨询互动”“预约办理”“办事导引”

“个人中心”和“公安形象”等功能模块，提供“异地

车管所业务”和“其他警务”网上业务办理，目前开

放延期换领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延期审验、延期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和机动车驾驶人联系方式及

联系地址信息变更备案 4个事项全程网上办理和

其他警务预约办理业务。同时，对于确须“当面办”

的事项，引入“云会议”系统，运用远程视频工作模

式，经可信身份认证后，让海外侨胞与本地民警面

对面“零距离”沟通，实现海外侨胞办理相关公安

业务“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

长乐海外侨领

政协会上出谋献策助发展
本报讯 据福州长乐区侨联消息，近日，福州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长乐区委书记何杰民带队

走访看望长乐区政协海外华侨华人界别组侨胞

侨领，听取委员们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建议，对委

员们心系家乡的赤子情怀表示衷心赞许。

何杰民指出，过去的一年，广大域外、海外政

协委员和家乡人民守望相助、共战疫情，慷慨解

囊、捐款捐物，为长乐做好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

献。长乐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圆满完成了“十

三五”发展目标，数字产业不断壮大，优质教育、医

疗资源持续落地，为将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何杰民表示，“十四五”期间，长乐区将以做实

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为主攻方向，按照“扶引大龙

头、培育大集群、发展大产业”工作要求，坚持“大抓

产业、抓大产业”，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引导企业加快上市进程，力争十四

五期间培育3至 5家千亿级龙头企业。

侨胞侨领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长乐

发展，努力向域外、海外宣传推介长乐建设成果

和招商、人才政策，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向

家乡引进项目、团队、人才，为家乡的发展出力献

策。 （林虹）

本报讯（通讯员王昌泽）

近日，集美区侨联举办侨商

迎新春座谈会，来自区侨联

系统的侨商代表和侨联班

子成员近30人出席了会议。

厦门市侨联主席陈俊

泳、副主席林中英到会，并

致以新春佳节的美好祝福

和问候。

会上，区侨联主席陈群

英真诚感谢广大侨商和侨

界人士去年在参与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特别

是主动捐款 305.8246 万

元、口罩 4.2367 万个、防护

服 2074 套、额温枪 476 把、

消毒水 356.82 吨、免洗手

消毒液 3000 瓶，为助力集

美区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大侨商代表在座谈

会上踊跃发言。大家表示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是应尽的

社会责任，并当场认捐参与

集美区对口帮扶三明市清

流县的山海协作项目。

与会人员还建议侨联

要牵头侨商和侨界人士多

开展一些体现侨乡特色、有

影响力的活动，多开展海外

联谊交流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黄

霓裳）近日，厦门市侨联副

主席邓飚率队对湖里区困

难归侨和孤寡老归侨开展

新春慰问活动，确保困难

侨界群众过上一个安乐、

祥和的春节。

邓飚一行分别慰问了

蒙古国困难归侨和患病的

菲律宾孤寡老归侨，并同

他们促膝交谈，嘘寒问暖，

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

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认

真倾听他们的愿望诉求，

希望他们把侨联当“娘

家”，有困难找侨联。厦门

市侨联和市红十字会分别

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并向他们致以美好的

新春祝福。

78 岁的菲律宾归侨

陈老先生，年老体弱多病，

没有直系亲属、没有退休

金收入，仅靠低保金生活。

慰问中，邓飚和湖里区侨

联主席严志和详细了解老

人的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

情况，叮嘱他一定要好好

保重身体。

蒙古国归侨赵女士公

司破产，房屋被拍卖，本人

肩周损伤丧失劳动能力，

独自在湖里区生活，其丈

夫长期在意大利打零工，

因受疫情影响，收入微薄，

生活较为拮据。

厦门市侨联的关心和

帮助让赵女士非常感动，

表示一定要把侨联组织的

温暖传递给海外亲人，要

求两个孩子认真学习，报

效祖国。

邓飚鼓励他们加强同

海外亲人的联系，积极宣

传建国 70 年来取得的辉

煌成就，积极宣传厦门，提

高厦门的知名度，在引资、

引智等方面牵线搭桥，为

厦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献

计出力。

本报讯近年来，湖里区

与台湾经贸、文化、民间交

流日益频繁，涉及两岸间的

法律事务日益增多。为帮助

台胞台商解决法律层面的

问题，全面提升湖里区对台

服务水平，1月 15日，湖里

区委台港澳办举行法律顾

问聘任仪式，聘请北京大成

（厦门）律师事务所林锦宗、

罗发兴、孙伟倬三位律师为

法律顾问，依法维护台商台

胞的合法权益，帮助大家在

湖里更好发展。

法律服务团受聘后，

将积极为台胞台商化解疑

难纠纷案件、处置涉台突

发事件、处理行政复议与

诉讼，并在相关事项的谈

判、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

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确

保涉台权益保护行政决策

与决定的合法性，有效防

范法律风险，促进涉台纠

纷案件的顺利解决。

在对台服务工作上，

湖里区委台港澳办一直秉

承创新服务理念，于 2017

年起全市创新首聘专业律

师成立法律服务团，为广

大台胞、台商提供专业的

咨询和帮助。

聘任仪式上，湖里区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区

委台港澳办主任吴丽英提

出，希望服务团能认真研

究并制定细则，探索建立

长效的项目合作机制。要

发挥沟通和桥梁纽带作

用，实实在在为台胞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题，促进

台胞台商在湖里更好发

展。同时要加强学习，提高

自身业务能力，紧跟时代

变化，加强对中央、省、市、

区各级惠台政策的了解和

认知，为台胞台商提供更

好的服务，切实将湖里打

造成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

园的第一站。

本报讯（通讯员 陈木杉）近日，由竹坝华侨农

场主办、农场侨联承办、竹坝幼儿园协办的“发展竹

坝乡村振兴 传承归侨文化特色”主题活动，在侨安

社区文体广场开展。活动通过幼儿园小朋友与老归

侨的节目表演互动，营造和谐良好氛围，感受南洋

风情和侨乡文化。

五显镇党委副书记、竹坝事务中心主任、竹坝

农场场长林明桐为活动致辞，他表示，竹坝华侨农

场作为厦门落实归侨政策、华侨农场政策的重要窗

口，通过举办此类活动，融洽了青少年们与老归侨

们的交流互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们尊敬、爱护

老归侨们的情感，加强了归侨文化传承与发展。希

望通过类似“大手拉小手”的活动方式，大家能凝聚

共识，群策群力，在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同时，

共同协商解决好发展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努力构建

团结稳定的新时代文明侨乡，为助推竹坝南洋风情

小镇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特色典范贡献力量。

本报讯 福建首位持绿

卡的外国人和外籍永久居

民、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

大学知名教授潘维廉，1988

年辞去美国第一证劵公司

副总裁职务，举家定居厦

门，把人生中最宝贵时光献

给中国教育事业，也见证了

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翻天

覆地的变化。

1994 年和 2019 年，潘

维廉两度开车自驾前往中

国西藏、宁夏、内蒙古等贫

困地区，亲眼目睹中国“十

三五”以来，一个个贫困村

如何告别穷山沟，走上小康

路，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如何成功打通。

厦门市税务局第三税

务分局相关人士回忆说，

2020 年 3 月至 6 月，中国

首次启动个人所得税年度

汇算工作。潘维廉在该局办

税服务厅完成年度个税汇

算申报之后，分享申报体验

说，“纳税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尽的义务，我感到十分自

豪和开心，能够通过缴税为

中国的发展作贡献。”

1999 年 1 月，潘维廉

第一次深入中国乡村去了

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开始撰

写有关中国变化的信件和

文章。

他写道，这些年来，他

在中国各地行驶了约 20 万

公里，亲眼目睹了政府如何

改善人们的生活，看到当地

的百姓依靠政府的扶持、扶

贫干部的帮助和勤劳的双

手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通

过‘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其

他国家摆脱贫困。我的小儿

子马修和他的妻子在非洲

从事志愿医疗工作，在那

里，他们看到中国人与非

洲人携手努力，修高铁通

公路，用中国的经验帮助

他们摆脱贫困。我希望过

几年我可以再次环游中

国，走得慢一点，这样我才

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精准扶

贫背后的奇迹故事。”潘维

廉说。

（杨伏山江肖玮 林颖卿）

湖里区台胞台商
有了专属“法律顾问”

寒冬慰问暖侨心
佳节临近送关怀

厦门市荣誉市民潘维廉：

传承归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八闽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