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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委统战部领导展开新春走访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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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企业家大会召开
本 报 讯 据厦 门 日报 报 道 2
月 16 日上午，
厦门市企业家大会
召开。市委书记崔永辉强调，
要在
全市树立充分尊重企业家、全力
支持企业加快发展的鲜明导向，
鼓舞和激励企业家勇立潮头、勇
毅前行，在新征程上跑出厦门加
速度、再创特区新辉煌，努力率先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长黄文
辉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国豪、市政协主席魏克良等市
领导出席。
“市场主体是厦门发展进步
的力量主体。”
崔永辉说，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的成功实践表明，企
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构成了厦
门发展的坚实根基；企业是改革
开放的主体，有力推动了厦门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企业是科技创
新的主体，显著提升了厦门的创
新能级和产业链地位；企业是城
市建设的主体，铸造了厦门高素

本报讯 （记者 黄佳畅）2 月
17 日，厦门市统战部长会议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致 厦 门 经 济 特 区 建 设 40 周 年
贺信重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和省、
市党代会精神，总结 2021 年工
作，研究部署 2022 年任务。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1 年，全市统
一战线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紧紧围绕“庆祝建党百年和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条主线凝
聚共识，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

本报讯（记者 林硕）为进一
步 发 挥 厦 门 市 侨 资 源 优 势 ，凝
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力
量，助力推进特区更高水平发
展超越，2 月 16 日，厦门市委统
战部、市侨办、市侨联共同举办
“在厦荣誉市民、重点侨领侨商
新春餐叙会暨海外华侨华人社
团厦门联络总部新侨团入驻活
动”，共 叙 乡 情 友 情 ，共 谋 合 作
发展。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
总工会主席王雪敏，市委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一级
巡视员何秀珍，市侨联主席陈俊
泳等出席活动。
在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

质高颜值的城市品质；企业是促
进共同富裕的主体，在民生保障、
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灵
魂，
是企业成功的主心骨，更是厦
门这座城市发展进步的功臣。崔
永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广大企
业家为厦门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厦门是一块成就梦想的宝
地。站在崭新起跑线上，
厦门发展
风帆正劲、
风景更好。”崔永辉表
示，
厦门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
步步发展成为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的关键节点上，习近平总
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再次为我们
指引航向、擘画蓝图。当前，厦门
正处在多重政策利好的黄金机遇
期、
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成长期、
宜居宜业环境的持续提升期、优
化发展生态的扎实推进期。各位

企业家朋友熟悉厦门、
热爱厦门，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饱含着你
们的心血和汗水，孕育着你们播
撒的种子。期待大家进一步扎根
厦门、深耕厦门，同我们一起收获
更加美好的明天。
崔永辉说，企业家是我们的
“城市合伙人”
。新征程上，
我们迫
切需要更多优秀的“城市合伙
人”，与我们一道勇立潮头、勇毅
前行，共同书写厦门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希望大家永葆创业激
情，致力当龙头、争冠军，以专注
追求卓越，以品质铸造品牌，为厦
门打造更多叫得响、立得住的一
流企业。希望大家勇于改革创新，
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把企业
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为厦
门这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注入更强的活力动力。希望大家
拓展国际视野，
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
主动求变，
带领企业在危机中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学习宣传，
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工作要求，完满完成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等
换届工作，积极发挥优势服务中
心大局，大力传承弘扬嘉庚精
神，广泛凝聚侨心侨智侨力，各
领域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强调，2022 年是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提出 100 周年、开启统一
战线事业第二个百年的重要一
年。全市统战工作要着眼“两个
大局”
，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鲜明主线，深入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落实落细省委对统战工
作“四个强化”的要求，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完善大统战工作格

局，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努
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
心聚力。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持续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
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建设适应
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统战干部
队伍，不断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更高水平
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
化城市、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院校负
责同志，市委统战部部务会成
员、机关各处（室）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联络总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何秀
珍代表市委统战部 （市侨办）对
各位侨商侨领表示欢迎，对海外
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提
出了殷殷期望，希望联络总部成
为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
力的重要力量。
陈俊泳表示，未来，海外华
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将继
续以“嘉庚精神”为指引，积极搭
建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继续积
极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重
要作用，为经济特区建设和家乡
发展再作贡献。
与会的社团侨领纷纷发言，
表示将更好地履行联络总部的
使命和宗旨，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为中国、厦门和住在国做好
桥梁纽带作用。
当天，入驻社团旅菲华侨
工商联总会、厦门市海丝慈善
会菲律宾代表处向在厦华裔留
学生、厦门对口山海协作区龙
岩 、三明 捐 赠一 批 电 脑 、冬 被 、
卫衣、学生用品等爱心物资，并
举行了“爱心厦门”华侨捐赠仪
式。
会上还举行了联络总部“联
心侨”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并
播放了各入驻社团会员在侨居
国为 2022 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的视频，在座侨领侨商深受感
动，决心一起向未来，为北京冬
奥加油。

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助力厦 办法，分类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
门打造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
程，让政策红利更好惠及市场主
纽节点。希望大家情系桑梓故里， 体。要进一步完善要素保障，加快
持续秉持“我们就是厦门、厦门就 构建
“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机
是我们”的家园情怀，
积极投身厦
制，
全力满足企业发展需求。要进
门建设，帮助厦门以商引商，同时 一步改进政府服务，各级干部要
崇德向善、义利天下，
真诚回报社 与企业家交朋友，
为企业解难题，
会，为家乡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 在光明磊落、坦荡真诚的交往中
献。
为企业提供真心服务，在“亲”和
崔永辉表示，企业家流汗出 “清”的融洽关系中共同推动厦门
力，
政府服务必须用心给力。全市 发展。
各级各部门必须把企业家当作自
大会发布了 2021 年厦门市
己人、
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行业领军企业榜单，并为入榜企
有呼必应、
无事不扰，让广大企业 业授牌；8 位企业家代表分享了
家心无旁骛地搏浪商海、再攀高 在厦发展的经验与体会，对厦门
峰。要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
把创
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对厦门
新作为事关厦门发展成败的大事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表示企业将
来抓，
到 2025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 继续扎根厦门、
做大做强。
投入强度提高到 3.5%以上，国家
近 500 位企业家参加大会。
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4000 家。要
各区、开发区、
市直部门及省部属
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探索
“免申 驻厦单位等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大
即享”等更多“政策找人”的精准 会。
（蔡镇金）

40 位闽商到集美区
开展
“闽商回归”考察活动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邀
请在外发展的闽商“回家”走亲
戚、
议发展。2 月 9 日，
40 位来自
世界及全国各地的闽商企业家
在市工商联的组织下，来到集美
开展
“闽商回归”考察活动，
共商
发展大计。
来自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澳
门厦门联谊总会、南美洲闽南同
乡联谊总会、多伦多华人团体联
合总会及北京、新疆、湖南、广东
等地的闽商企业家在与家人团
聚的同时，
不忘回乡考察市场。
闽商企业家一行先后来到位
于集美新城的诚毅国际商务运营
中心、
软件园三期，
详细了解集美
的城市建设规划、
产业结构、
营商
环境、发展愿景、人文特色等情
况。集美优美的城市环境、
周到的
营商服务、高校云集和新兴产业
汇聚的人才、
产业优势，
让企业家
们倍感亲切、
心生向往。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会长、中
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兼总裁杨毅融说:“嘉庚精神
是在港厦门乡亲的精神支柱，来
到集美倍感亲切，近年来我经常
来集美，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
看到集美日新月异的变化由衷
地感到高兴，等到疫情结束后，

会经常组织乡贤来集美考察交
流。”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
中
奥企业集团董事长苏建华表示，
在集美感受到了厦门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
非常愿意牵线搭桥，促进更多企
业回乡投资兴业。
参加此次考察的闽商企业
家中，有不少人从小在厦门长
大，他们积极为家乡发展建言献
策，
提供不少宝贵意见。
“我是一
名土生土长的老厦门人，对厦门
的感情和亲情非常浓厚，去年牵
头引进上海捷利跨境电商物流
企业落户厦门，
感受到厦门各级
政府的亲和力和办事效率。这次
通过对集美的考察，看到集美高
新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希望集
美今后在产学研合作和创新创
业方面进一步提升，
真正打造成
为厦门的硅谷。”上海市厦门商
会副会长、上海捷利货运有限公
司董事冯明炜说。
北京厦门企业商会会长、北
京磊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蒋清林 毕 业于 集 美大 学 ，他
说，集美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
“建议可增派招商工作人员常驻
北京，我愿意提供相关资源做好
服务保障。” （李国良 应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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