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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建省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 1 月 23 日在福州开幕。

“闽港闽澳深化新阶段新起点交

流合作”成为政协委员关注的重

点议题。

福建省政协特邀(二)界别委

员、民众建澳联盟副理事长宋碧

琪认为，近年来福建积极推动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在转型发

展中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较

大，为闽澳金融合作发展提供了

较大的空间。

澳门国际银行作为厦门国

际银行在澳门的附属机构，被

认为是闽澳金融合作的成功典

范和闽澳合作的重要桥梁。“未来

闽澳的金融合作前景仍相当广

阔。”宋碧琪建议，应将金融业

作为闽澳合作的重点领域，鼓

励闽澳两地金融机构直接合

作，携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在投融资领域设试点合作，充分

发挥现有福建在澳金融窗口

服务机构的作用，促进两地市

场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永同昌

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宗真认为，闽

澳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非常多，

澳门同胞中祖籍福建的占五分之

一，他们是爱国爱澳的主流力量，

对投资、建设家乡有极高的热情。

他表示，闽澳之间利用葡语系平

台加强旅游产业合作还有很大的

空间。

“长期以来，香港是福建的主

要出口市场和主要外资来源地之

一。”福建省政协特邀(二)界别委

员、香港永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凃雅雅建议，福建在

“十四五”时期出台更多措施来推

动闽港创新科技与制造业的对接

合作。

福建省政协特邀(二)界别委

员、香港晋江社团总会主席洪顶

超则关注香港年轻一代在福建的

发展机遇。“希望福建可以给予香

港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来就业、创

业，设立一个帮扶基金，帮助香港

年轻一代更好地发展。”他说。

（闫旭）

本报讯（通讯员 唐欣欣）

近日，在刚刚闭幕的厦门

市政协第十三届五次会议

上，15 名侨联界别委员带

着侨界民众的期待和嘱

托，积极参政议政，踊跃资

政建言。

据不完全统计，大会

期间侨联界别组共提交

《对进一步吸引海外华侨

华人参与厦门“十四五”规

划的几点建议》《立足侨乡

优势，扩大与东盟国家在

集成电路产业合作的建

议》等小组提案 16 篇，《关

于加大对先进制造业企业

和对外开放型企业扶持力

度的几点建议》《关于持续

推进厦门科技创新型企业

发展的建议》等委员个人

提案 40 篇。

侨联界别组还编写《从

金砖峰会到金砖创新基地：

厦门的机遇与挑战》《借“金

鸡百花电影节”之势促进厦

门影视产业发展》等大会快

报 8 篇，《构建海外华侨华

人中华文化传承与研学基

地，当好中华文化对外交流

的排头兵》等大会发言 3

篇。在分组讨论中围绕厦

门市中心工作和侨界民生

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29 条

等，积极献策厦门高质量发

展，充分体现了侨联界别委

员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力。

侨联界别活动小组获

评“2020 年度先进界别活

动小组”，召集人和联络员

分别荣获“2020 年优秀界

别召集人和联络员”称号。

会议间隙，侨联界别小

组专门召开工作座谈会，通

报小组 2020 年度履职情

况，部署 2021 年度工作，勉

励委员继续围绕厦门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紧扣改革

重点和民生热点，特别是侨

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履

行职能，建言献策，为厦门

率先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

展超越贡献力量。

“以侨架桥”

侨乡石狮发力跨境电商
本报讯 因疫情原因滞留，23 岁的印尼华侨青

年蔡志雄在石狮开启了“意料之外”的创业之路。

“家乡良好的营商环境，再加上石狮东南亚采

购集散中心的补贴和优厚政策，对于像我这样的初

创业者来说，降低了很多成本和风险。”在 1 月 23

日举行的 2021 中国石狮跨境电商发展(线上)峰会，

受邀分享创业感想的蔡志雄如是说。

当天，石狮正式启动“跨境电商发展年”活动，

并设立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跨境电商专项发展年度

资金，出台扶持措施，意在打造包括跨境电商、市场

采购等多种业态融合的国际贸易集散中心。

石狮是中国著名侨乡，共有 100 多万石狮乡亲

分布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聚

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构和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发展跨境贸易提

供了新的商机。石狮市副市长邱永丰告诉记者，作

为具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和著名侨乡的泉州

石狮由此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提出建设“千亿规模

网红电商区域中心”“千亿级别国际贸易集散中心”

的新目标。

当天，(侨商) 创业青年跨境电商孵化基地、中

泰(东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等 10 个园区授牌成

立，还举行共建中泰泰国仓和德国海外仓两大海外

仓储项目的签约仪式。 （孙虹）

仙游县侨联

涉侨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近日，仙游县侨联成立县涉侨纠纷调

解委员会，并与县人民法院建立涉侨纠纷联调机

制，在线快速多元化解涉侨纠纷，涉侨调解员已入

驻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当天下午，仙游县人民法院联合县侨联通过该

平台成功调解一起涉阿根廷侨胞离婚纠纷案件，仅

用 1天迅速顺利结案，高效化解涉侨诉讼纠纷。

仙游县侨联表示，涉侨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成立，

是仙游县侨联加强涉侨纠纷多元化解的一项新举

措，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有力举

措，是依法维护侨胞权益的一个新平台，为维护侨眷

侨属和海外侨胞正当权益，维护侨界和谐稳定，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傅妮妮）

返乡福建侨胞赴永泰联谊交流
本报讯 1 月 19 日，美国福建联合总会副主席

庄淑好、英国连江同乡会副会长池建忠夫妇、波兰

福建商会副会长陈钦一行，赴永泰县走访联谊，永

泰县侨联主席林建清陪同。

庄淑好一行先到永泰县侨联座谈，探讨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做好侨务工作，保障侨胞权

益。一行人还到梧桐镇春光村和春阳村走访。

庄淑好对永泰的乡村振兴工作表示赞赏，认为

永泰特有的“庄寨文化”可以为海内外乡亲提供一

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

林建清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县侨联将积

极探索“侨胞之家”工作的新思路，进一步挖掘侨务

资源，发挥新时代基层侨联组织的独特优势，提升

为侨服务水平。 （蔡玉兰）

本报讯“注射疫苗后，

回国出国是否可以免去免

疫隔离？”1 月 21 日下午，

福建省侨联联合福建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省医

务志愿者协会、福建省青年

志愿者协会，举办“新冠疫

苗科普讲座”在线直播，解

答海外侨胞有关疫苗接种

问题。

直播邀请福建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

主任医师蔡志坤为海外侨

胞解读有关疫苗接种的相

关知识，并在线解答海外

侨胞提出的问题。省侨联

副主席张瑶参加直播讲座

并致辞，福建省志愿者公

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福建省医务志愿

者协会秘书长柯宇志主持

直播讲座。

福建省侨联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活动是福建省侨

联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开

展“暖侨工作”的重要举措

之一，今后将根据海外侨胞

的需求，适时组织开展更有

针对性的直播讲座和咨询

服务，为海外侨胞答疑解

惑、排忧解难，送上“娘家

人”的关怀。

据统计，此次讲座共有

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700 多名海外侨胞在线参

与讲座和互动。（张光宇）

本报讯（记者黄佳畅）

1 月 22 日，厦门稀土材料

研究所、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召开第一次归侨侨

眷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侨

联组织。

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侨联委员会和领导班

子，高鹏、郑煜铭分别当选

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中

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侨联

主席。

厦门市侨联主席陈俊

泳、副主席林中英，福建省

侨联经济科技部部长陈

晓、基层建设部副部长肖

晔镔等出席会议，并向新

成立侨联授“厦门市新侨

人才驿站”牌匾。

陈俊泳、林中英代表

厦门市侨联向新当选的委

员表示祝贺，并对侨联未

来工作提出希望：要发挥

组织优势，积极为侨服

务，围绕科研所的科研

中心工作，做好牵线搭

桥、宣传推介、联络联谊等

工作；要组织会员开展形

式多样的活动，增进会员

间的情谊，了解会员的

所需所求所期所盼，努

力 建 设 侨 胞 可 信 赖 的

“侨胞之家”。

陈晓代表省侨联在致

辞中说，未来侨联在工作

中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凝聚侨界共识，汇聚侨界

力量；要融通中外，在深

化对外开放中汇聚侨智，

坚持以血缘、地缘、语缘

为基础，以亲情、乡情、友

情为纽带，着力搭建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的平台；

要服务社会，在推动地方

发展中贡献侨力，调动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爱国爱乡的积极性，引导

侨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促进侨界积极参与城市建

设；要深入侨界，在提升服

务水平中维护侨益，坚持

国内海外工作并重、老侨

新侨工作并举，不断完善

为侨服务载体、延伸为侨

服务手臂，当好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本报讯（通讯员

阮彬彬）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思明区侨联邀

请侨界书法家与厦门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欢

聚“侨胞之家”，通过

“迎新春、写春联、送祝

福”活动，以书法传情，

营造温馨和谐的氛围，

大力倡导外来务工人

员留厦过年，丰富民众

精神文化生活。

书香含雅意，春联

传祝福。活动现场，浓

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厦门书画家协会主席、

思明区侨联兼职副主

席刘堆来率先以“福”

字开笔拉开了活动序

幕。

一提一落挥毫不

止，饱蘸着深情的香墨

把一个个美好的祝福

挥泼在纸上，一句句衷

心的祈愿融入在墨中，

写出了广大市民对新

年的期盼，描绘了大家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向往。有居民表示，手

写春联更有家的味道、

年的气氛。

活动现场通过展

板方式，结合法治、文

明、平安、垃圾分类等

开展宣传。

思明区侨联负责

人表示，此项活动作

为思明区侨联连续举

办九年的文化品牌，

融入了“爱心厦门”建

设，旨在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提升民众的幸福指

数，凝聚侨心、汇集侨

智助力厦门申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为厦

门建设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添

砖加瓦。

福建省侨联为海外侨胞直播新冠疫苗科普讲座

思明区侨联开展
“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厦门两研究所成立侨联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