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责编：翁舒昕 美编：蔡晓伟

总第 期
2022年第 19期

2022年 5月 27日 本期 8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CN-35（Q）第 000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厦广 2010003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 78 号华建大厦 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有限公司（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 256 号 -260 号 3 号厂房）印刷经营许可证号：闽（2020）印证字 354400017 号 定价：99 元 / 年

本报讯 据中央广电总台国际

在线报道 主题为“把握工业互联

网发展机遇，携手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的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与

数字制造发展论坛 5 月 23 日至

24日在厦门市举行。来自金砖国

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负责人，有

关国家驻华使节，科研机构、行业

协会及领军企业代表约 300 人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论坛。

当前，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

创新活跃，正在深刻影响制造业

生产方式、企业形态和业务模式。

与会嘉宾认为，此次论坛的召开

对于深化各国在工业互联网、数

字化转型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

一步夯实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南非贸易、

工业和竞争部部长易卜拉欣·帕

特尔表示：“这意味着需要为发展

中国家留足政策空间与灵活性，

来实施其工业化政策，以及促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的建

立”。

近年来，中国牢牢把握信息

革命的历史机遇，以智能制造为

主攻方向，加快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技术在制造业各领域的应

用，带动了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

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

规模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建

成 5G 基站超过 160 万个，5G 移

动电话用户超过 4 亿户；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融入到国民经济

各大领域，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

突破了 1万亿元，催生协同研发

设计、无人生产、远程运维、在线

监测、共享制造等一大批新新业

态新模式。在巴西驻华大使保罗·

瓦莱看来，中国与巴西围绕工业

互联网与数字制造开展合作前景

广阔：“比如说，贸易与投资的新

机会，农业的数字化，以及人工智

能在农场管理方面的应用，等

等。”

据了解，本次论坛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顺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

趋势，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领域

创新合作，打造金砖国家数字化

发展重要交流平台。论坛期间，还

发布了《金砖国家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合作倡议》。（陈庚郭婕妤）

本报讯（记者 林硕）5 月 24

日，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

永礼，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雪敏与出席第四期闽侨青年精

英海丝情活动的青年侨胞代表座

谈，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给南京

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回信精

神，围绕进一步弘扬嘉庚精神，落

实“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服务“四

大经济”发展，同心建设新福建进

行交流，并听取意见建议。

会上，青年侨胞代表结合各

自经历畅谈学习体会、交流创业

感悟，并就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

转型、完善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强

化归国人才服务保障等提出意见

建议，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回信精神，

传承闽侨优良传统，积极投身家

乡建设，凝心聚力服务高质量发

展。

王永礼对闽侨青年展现出的

家国情怀、拼搏激情、责任担当和

奉献精神表示钦佩。他强调，青年

侨胞是共筑中国梦的新生力量，

希望大家勇担时代使命，讲好中

国故事、福建故事，发挥优势集聚

侨资侨智侨力，为家乡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牵线搭桥，

在推进新福建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贡献闽侨力量、展

现侨青担当。

第四期闽侨青年精英海丝情

活动 5月 24 日至 5 月 27 日在厦

门举办，齐聚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闽籍青年侨

胞、海外留学生代表，开展闽侨青

年精英海丝交流会、走近陈嘉庚、

招商推介、走进“福文化”等系列

线上线下活动。

本报讯（记者许银锑）5月25

日，2022 闽侨青年精英海丝交流

会在厦举行。福建省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省侨办主任黄进发，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

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张阿峰等

出席交流会。

交流会汇聚了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闽籍青

年侨胞代表、在闽华裔留学生代

表。除了线下会场，线上分会场同

步直播，世界福建青年联合总会

及各地分会的代表、闽籍青年侨

团代表、海外闽籍留学生代表等

共同参与。

交流会以“传承嘉庚精神·共

书家国情怀”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激发海内外青年侨胞对祖国的赤

诚热爱和创新创业的昂扬斗志，

更好地促进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

青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更好地凝聚侨心侨智侨力，助

力祖（籍）国的高质量发展。

交流会还特别邀请集美大学

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副

研究员、厦门市陈嘉庚研究会原

副会长林斯丰为主讲嘉宾，为大

家介绍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

交流会上，陈嘉庚曾孙、厦门

大学西班牙校友会主席陈铭，陈

嘉庚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厦门

大学 2017 级法律专业硕士毕业

生林志祥，厦门海归之家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CEO、厦门玹武英才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福建省

青年留学人员协会副会长黄伟

强，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监事长、厦

门市侨商会常务副会长、金日制

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李冠华，

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

院院长、福建省侨界青年联合会

副会长史大林等青年代表分别从

传承嘉庚家风、以侨为“桥”汇聚

力量、引领侨青组织发展、嘉庚精

神薪火相传、共建海洋强国等角

度进行了主旨演讲。

厦门市科技特派员
综合服务网站正式启用
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市科技局对厦门市科技

特派员与技术服务对接平台

功能进一步优化，新开发厦

门市科技特派员综合服务网

站并于日前正式启用。厦门

市科技特派员综合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也同步开通。

该综合服务网站将为厦

门市“下派制”和“平台制”

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对接和

创新创业提供信息咨询、交

流对接、工作汇报、审核管

理等“一站式”在线综合服

务，为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

振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支撑。

近年来厦门市持续完善

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支持，不

断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走深

走实。目前，厦门市已注册“平

台制”科技特派员 1193 人，法

人科技特派员 197 家，专业领

域涵盖科技、农业、海洋、环

保、文化、旅游、教育、卫生、建

设等各个领域。厦门市各村

镇、企业若有技术需求，可拨

打热线 2020151，获得对接

“平台制”科技特派员的帮助，

还可以联系所在镇(街)的“下

派制”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帮

助对接专家。 （吴君宁）

实现多个全省首创

特色数字人民币场景
落地厦门自贸片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数字人民币在厦门的应用场

景越来越多。近日，福建省第

一笔财政金库支付企业数字

人民币奖励金业务在厦门自

贸片区落地，顺利实现财政金

库账户与某企业账户绑定的

数字钱包的跨银行资金无缝

划转。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从供给侧

为企业提供数字人民币的来

源支撑，同时也为福建省财政

金库账户支付企业数字人民

币款项积累了经验。

近期，厦门自贸片区积极

开拓数字人民币试验场景，推

动数字人民币在自贸片区的

先行先试，已陆续落地了多个

全省首创的特色数字人民币

业务场景。

5 月 19 日上午，厦门自

贸片区管委会联合人行厦门

市中心支行及多家银行走进

大嶝，召开数字人民币专场宣

讲会，吸引了大嶝对台小额商

品交易市场的商户代表及台

商台胞代表参加。宣讲会上，

中国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建

设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分别

为到场台胞开通以台湾手机

号申请的四类数字人民币钱

包。同日，中国银行自贸试验

区分行也为香港同胞虞先生

开通了以香港手机号申请的

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

以境外手机号开通四类

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顺利落地，

在福建省属首创，此举为港澳

台同胞和外籍人士在厦旅游、

交流和经贸往来的便利化做

了积极的探索，省去开通境内

手机号和银行账户的不便，提

供安全、便捷、高效的线上消

费支付体验。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表

示，接下来将持续推动数字人

民币落地推广，为广大居民和

企业提供更多的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吴晓菁周莹陈新忠）

第四期闽侨青年精英海丝情青年侨胞代表座谈会召开

闽侨青年精英“走近陈嘉庚”深受鼓舞

颂嘉庚心向党

闽侨青年精英喜迎二十大

厦门专场音乐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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