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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 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7 月 11 日

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

年回信，勉励两岸青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携手

打拼。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

们因海峡青年论坛同大陆结

缘，在大陆找到了实现梦想的

舞台，亲历了祖国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感受到了两岸同

胞一家亲的热切感情，我很

欣慰。

习近平强调，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祖国和民

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

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湾

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

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希望你们

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陆

的经历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

年了解大陆，同大陆青年同心

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驰

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

中绽放异彩。

海峡青年论坛创办于 2003

年，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台

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中国国

民党青工总会共同主办，是两

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二

十届海峡青年论坛于 7 月 11 日

至 12 日在福建厦门举办，应邀

参加本届论坛的 50 名台湾青年

近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讲述

了在祖国大陆学习、工作、生活

的经历和感悟，表达了为民族复

兴和祖国统一贡献力量的坚定

决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为推动两岸国画艺术交流发

展，第十四届海峡论坛“相聚厦

门·两岸国画艺术论坛”，7月 10

日在厦门美术馆开幕。全国台

联党组书记、会长黄志贤，厦门

市领导王雪敏、郑岳林等出席

开幕式。

开幕式现场，两岸数十位

画家即兴创作，以祖国山水和

花鸟为灵感，共同完成一幅国

画作品，充分展现“两岸情、一

家亲、绘山河、心连心”的情感。

活动采取论坛加展览的形

式举行，两岸艺术家相聚探讨国

画的守正与创新，交流创作经

验，推进两岸国画艺术融合发

展。除了论坛，两岸国画精品联

展也同期举行，100 位两岸画家

的 300 多幅书画精品亮相厦门

市美术馆，展览持续至 7 月 16

日。

与会嘉宾与两岸艺术家还

于海峡论坛期间前往世界文化

遗产地鼓浪屿、中国瓷都德化陶

瓷博物馆、石牛山等地采风，感

受锦绣山河。

此次活动由厦门市台湾同

胞联谊会、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

办。主办方负责人表示，中国画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以

海峡论坛为平台，举办首届“两

岸国画艺术论坛”，为的就是让

两岸艺术家进行更多的交流、碰

撞，产生艺术的火花，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通过笔墨展现

祖国的山水人情、体现两岸同根

艺术同源，从而促进两岸文化交

流、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

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文化的

力量。 （詹文）

本报讯 7 月 8 日，厦门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带队走

访调研部分市重点侨资企业。

调研中，王雪敏深入东亚电

力（厦门）有限公司、厦门汇景集

团有限公司等市重点侨资企业，

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企业经营

状况、发展规划及远景目标，探

讨交流企业的优势和特点，主动

询问企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需

要解决的问题，鼓励企业做大做

强、创新发展，帮助企业出谋划

策、排忧解难。

王雪敏对侨资企业创新发展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就

更好地发挥重点侨资企业的龙头

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厦门高质

量发展提出了期望。一是进一步

保持战略定力，实现稳中求进。沉

着应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经

济下行压力，统筹好企业发展和

疫情防控，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

事情，聚精会神把企业做强做优，

凭借自身的活力和韧性，勇立潮

头、勇毅前行，突出主业、做精本

业，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进一步增强创新动力，加快

转型升级。立足厦门跨岛发展的

主阵地、主战场，积极拥抱翔安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砖

国家创新基地、海洋高新产业园

区等发展机遇，主动服务翔安

“工业立区、产业强区”战略，大

力培育和发展绿色能源项目、海

洋产业项目、特色文旅项目，以

优质项目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

创新发展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向

高端迈进。三是进一步汇聚侨界

活力，助力跨越发展。深入弘扬和

践行“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坚

持以“嘉庚精神”内塑侨魂、外引

侨力、共建侨乡，传承发扬陈江和

等老一辈爱国华侨华人的赤子之

心、桑梓情怀、奋斗精神，示范引

领更多侨资侨企归国发展、奉献

社会、造福乡邻，为助力厦门建设

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凝聚海内

外磅礴之力。

王雪敏表示，将一如既往地

关注侨资企业发展，千方百计为

侨资企业搭建更广阔发展平台，

从市场开拓、项目准入、技术创

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精细

化帮扶，大力营造更优的营商环

境、法治环境、人才环境，让广大

侨资企业在厦门这片沃土上茁

壮成长。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珍等

陪同调研。 （丁鑫）

本报讯“嘉庚精神”是厦门六

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是厦门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进入新时代，如

何深入挖掘、感悟“嘉庚精神时代

价值”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弘扬嘉

庚精神的时代价值？这是新时代出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卷，期待大家

凝心思考、用心作答。

即日起，市委统战部、集美学

校委员会携手厦门日报社推出

“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

主题征文，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感

悟“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佳作。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充满传奇

色彩，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

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被毛泽

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嘉

庚先生始终情系桑梓，倾资兴学、

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其“忠公、诚

毅、勤俭、创新”的精神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强调

要传承弘扬“嘉庚精神”。2014 年

10 月，在陈嘉庚诞辰 140 周年之

际，他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

信，指出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

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

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

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

习”。2021 年 4 月，在厦门大学建

校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在贺信中再次肯定了“学校秉持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

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

科学’的优良校风”。

主办方表示，在党的二十大

即将召开之际，举办“传承嘉庚精

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活

动，旨在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嘉庚

精神”的时代价值，讲好“嘉庚故

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为服务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

本次征文优秀作品将陆续在

厦门日报《城市副刊》选登并汇编

成册，获奖作品还将得到主办方

颁发的证书及奖金。 （吴曦）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8月31 日。

●征文内容

紧扣“传承嘉庚精神弘扬时

代价值”的主题，以下几方面内

容可供参考：1.结合实际，阐述对

“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认识、理

解和思考；2. 讲述新时代各领域

践行和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

值”的生动实践；3.如何深入发掘

和体现“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

为助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征文要求

主题鲜明，弘扬正能量，彰

显民族大义、历史责任；言之有

物，语言生动，感情真挚，体现对

“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思考；体

裁以议论文、记叙文为主，字数

在1000至 1200字左右。作品须

是署名作者原创首发，严禁抄

袭、剽窃，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

zfk@xmrb.com，注明“传承嘉庚

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

字样，并留下真实姓名、地址、

联系电话。

●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奖励 4000

元/ 人；二等奖 3名，奖励 2000

元 / 人；三等奖 6 名，奖励 1000

元 / 人；优秀奖 10 名，奖励

500元 / 人，以上奖金均含税。

传承嘉庚精神弘扬时代价值
市委统战部推出主题征文，欢迎踊跃投稿

“相聚厦门·两岸国画艺术论坛”在厦门美术馆开幕

汇聚侨界活力助力跨越发展
厦门市委统战部领导走访调研市重点侨资企业

台青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厦门留学人才专场招聘交流会举办

“海峡金融论坛·台企发展

峰会”在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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