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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厦门市高校港澳学生“同心·逐梦”

国情考察社会实践活动举行

文艺报国建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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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

2021 海峡两岸“梦想工场”

青年科创训练营在厦举办

本报讯新华社厦门 12 月 11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 11 日在厦门出席

第十三届海峡论坛并致辞。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

席苏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刘

结一、张志军、高翔等中央和国家

部委领导，尹力、赵龙、崔玉英等

省领导，新党主席吴成典、全国台

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

宏等来自台湾各界的嘉宾代表等

约500人出席了论坛大会。

汪洋指出，海峡论坛是深受

两岸同胞认可的“百姓论坛”，在

两岸同胞之间架起了“连心桥”、

铺就了“惠民路”。本届论坛受到疫

情影响和岛内人为阻挠，两岸同胞

仍以线上线下方式积极参会，充分

说明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挡，

同胞走近走亲的意愿不可违。

汪洋强调，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

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我们对

此有必胜的信心。信心来自道

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文化的

力量。台湾是全体中国人民共

同拥有的台湾，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是

中国人最珍视的民族气节。中

国人民内心拥护统一、热切期盼

统一、坚定捍卫统一，这是我们

的最大底气所在。

汪洋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

平的民族，但保家卫国、反对分裂

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愿以最大诚

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

景，但绝不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下

任何空间。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们

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苦果，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汪洋指出，要安宁、要发展、

要过好日子，是台湾同胞的共同

心声。我们有能力让灾难深重的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一穷二

白、人口众多的祖国大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当然也有能力让台

湾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将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完善保障台湾同

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

制度和政策，鼓励台湾同胞特别是

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

视频致辞中表示，本党对稳定两

岸关系负有重大责任，将秉持党

章党纲规范，以增进民众福祉为

己念，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新党主席吴成典在大会发言中

表示，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

有利于两岸交流发展，新党一定全

力以赴，绝不畏缩，台湾同胞要认

清大势，共同推动和平统一。

论坛开幕前，汪洋会见了出

席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和主办单

位代表。苏辉参加会见。

在闽期间，汪洋还到厦门思

明区两岸青年心家园、青礁慈济

宫、通达集团调研，了解两岸交流

合作等相关情况。

本报讯“清华紫再遇厦门蓝！”12 月 15

日，厦门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在清华大

学举办厦门专场引才推介会暨“新鹭英

才”奖学金颁授仪式，向清华学子发出“圆

梦鹭岛”的热情邀约，近 200 名清华学子

参会交流。

这是厦门市连续第三年到清华大学

开展引才推介活动，不少学子也因此认识

厦门、了解厦门，关注厦门、选择厦门。

据介绍，厦门市人才政策体系完备，去

年专门推出“群鹭兴厦”人才政策矩阵，不

同人才可分层分类享受对应政策。今年升

级发布“留厦六条”，进一步提升了毕业生

来厦礼遇。其中，名校博士毕业生可认定

为高层次人才，享受配偶安置、子女就学、

人才安居、医疗保健等一揽子配套政策，

让人才留厦更安心、生活更暖心、发展更

舒心。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厦门市“新鹭英才”

奖学金颁授仪式。该奖学金于 2020 年设

立，首批共有 40 名优秀硕博研究生获奖。

今年奖学规模进一步扩大，获奖研究生增

至 70 名，广泛分布于集成电路、金融等厦

门市急需紧缺的专业领域，在学子成长

历程中增添“才聚鹭岛”的浓浓情结。

近年来，厦门市与清华大学保持着密

切的合作关系，不断推进人才交流和项目

对接，市校共建清华海峡研究院，打造“政

产学研金介用”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创业生

态圈；引进清华大学干部教师挂职锻炼，

接收培养清华党政类引进生；市校共建清

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每年暑假引

进一批优秀清华博士生来厦开展科技服

务，不断深化校地联合育人和产学研合

作，开辟“产教融合”新路径新渠道。

今年夏天，首批清华博士团来厦，33位

清华优秀博士生“组团”进驻厦门企事业单

位，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科技创新服务，为

厦门市企业梳理技术需求45项，协助解决

技术难题 34 项，开展研发试验 18 项、专业

培训 16场，参与编制企业科技计划项目 21

个。凭借实践期间的优异表现，博士团荣获

清华大学“2021 社会实践金奖支队”称号。

（刘春阳黄怀）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庆祝特区建设 40周年座谈会召开
厦门热情邀约

在京高校学子“留厦来”

本报讯 （记者翁舒昕）

12 月 17 日，厦门市侨办、市

侨联召开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座谈会，与海外侨领

侨商代表及港澳知名人士欢

聚交流。

二十多位在厦荣誉市

民、侨领侨商代表及港澳知

名人士莅临现场，此次座谈

会还在线上设置了海外分会

场，邀请十多位海外代表在线

参会。他们从所在侨社、企业

以及自身事业发展谈起，分享

了亲身经历和感受，热烈交流

特区建设40年来侨的优势作

用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表达了

发挥海外新优势，再创特区新

辉煌的共同愿景。

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长

孙陈立人表示，中国的发展

是先祖父陈嘉庚先生毕生追

求的梦想之一，厦门的发展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一

个缩影。嘉庚精神是厦门这

座城市的“精气神”，衷心希

望广大华人华侨能够继续高

举嘉庚精神旗帜，一如既往

地关心厦门的建设发展，抓

住新机遇，做出新贡献。香港

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杨毅融

在香港出席线上会议，他表

示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成立

28 年來，会员在厦投资涉足

多个行业，涌现出一大批知

名企业，成为推动厦门经济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

的征程上，香港厦门联谊总

会将继续一如既往支持参与

厦门特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建设。

在厦荣誉市民、厦门泰

普生物集团创始人姚铭锋表

示，以“嘉庚精神”“海堤精

神”“英雄三岛精神”等为内

涵的“厦门精神”，一直不断

激励着广大来厦创业经商的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秘诀，靠

的就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泰普愿与各行各业企业家朋

友们互帮互助，加强战略合

作，不断引领健康产业发展，

早日实现“健康梦、中国梦”。

厦门大学侨联主席、材料学

院教授程璇感慨四十年来厦

门天翻地覆的巨变，作为留

学回国人员，她表示将广泛

联系华侨华人新生代，弘扬

陈嘉庚爱国爱乡精神，充分

发挥侨联组织的桥梁与纽带

作用，为推进建设厦门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更大

的侨的力量。印尼华裔林志

祥代表陈嘉庚奖学金获得者

发言，他表示厦门的发展速

度令人印象深刻，希望继续

跟随这座城市的脚步，感受

发展的魅力。

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市侨办主任、一级巡视

员何秀珍通过线上对厦门侨

务工作 40 年作回顾与展望。

期待新的征程上广大海外侨

胞、港澳同胞能一如既往回

应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雪敏通过视频向各位

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致以感

谢。她充分肯定了侨对特区

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和 40

年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希

望大家心怀“两个大局”，发

挥融通中外、资源丰富的优

势，当好厦门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超越的“外脑智库”，更

加积极主动融入厦门发展，

传递厦门声音，讲好厦门故

事。继续发扬经济特区敢为

人先、敢闯敢试、艰苦创业、

埋头苦干的精神，共同为厦

门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

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