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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7 月

16 日晚，来自福建厦门的歌仔戏

《侨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收获

满堂彩。这部讲着闽南话的地方

戏，创造性地以世界记忆遗产“侨

批”为载体，聚焦闽南华侨下南洋

的艰辛历史和敢闯敢拼的开拓精

神，把华侨华人深厚的家国情怀立

在舞台上，用文艺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国精神。

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福建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伟泽，福建省

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金福，厦

门市领导吴子东、庄荣良，以及在

京海外华侨华人代表、福建籍侨界

代表、戏剧专家、侨史专家和首都

观众共同观看演出。

歌仔戏《侨批》是福建历经数年，

倾力打造的一部华侨华人题材的剧

目，也是中国首部以“侨批”为题材的

戏曲舞台艺术作品。该剧通过一封

封“侨批”及其背后的故事，再现华侨

华人远渡重洋的血泪史和艰难的创

业史，讲述海外华侨华人深厚的家国

情怀和坚韧的奋斗精神，写就了一部

中国人精神力量的赞歌。

此次晋京展演，是歌仔戏《侨

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

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经过精

心修改打磨、三改三演之后，首次

接受北京专家和观众的检验，在首

都舞台展现了福建文艺界、厦门文

艺界坚守匠心的创作成果。

展演活动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厦门市

委宣传部、厦门市委统战部、厦门

市文化和旅游局、厦门市归国华侨

联合会承办。17 日，歌仔戏《侨批》

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郭睿）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下午，陈嘉

庚奖学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 2022 年度“陈嘉庚奖学

金”招生评审工作，确定录取来自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柬埔

寨、老挝、印度尼西亚共 7 个国家

的 122 名海外华人学生。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集

美学校委员会主任、陈嘉庚奖学金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雪敏在会上就

奖学金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嘉庚精神是厦门重要

的城市精神与城市符号，也是厦门

做好统战工作的一面旗帜，办好陈

嘉庚奖学金项目，就是弘扬嘉庚精

神时代价值的一项实实在在的举

措。二要强化教育培养。各招生院校

要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针对性地做好陈嘉庚奖学金生的

培养、管理和服务。联盟各院校要提

前为毕业班学生做好就业实习规划

或升学指导工作；要定期追踪毕业生

就业或升学状态，不断地强化毕业生

联络联谊工作。三要优化完善机制。

要提炼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梳理解决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不断优化

完善奖学金项目工作机制。要把好

生源入口关，持续扩大奖学金招生宣

传渠道，吸引更多的优秀华侨华人子

弟归国深造。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

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上半年超计

划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近日厦门市

建设局、市重点办公布 1-6 月市重

点项目建设成绩单。

今年上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

统筹领导下，市建设局、市重点办会

同各级各部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强化项目建设全周期管理，全

面加强统筹调度，不断健全管理制

度，持续优化服务，强化督查考核。据

统计，上半年市建设局、市重点办累

计召开 48 场专题会议，共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问题135个，“轻骑兵”深入

项目现场协调问题 269 次，切实有

效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数据显示，全市 419 个重点项

目全年计划投资 1463.2 亿元，1-6

月计划投资 688.1 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 1107.1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计

划 160.9%，完成年度计划 75.7%。

征收工作完成情况同样亮眼。

全年 52 个市重点项目用地涉及征

收，1-6 月计划交地 9055.0 亩，实

际交地 12883.9 亩，完成序时计划

142.3%，完成年度计划 91.9%。

此外，上半年厦门重点项目开

竣工任务也超额完成———1-6 月

计划开工 38 个，实际开工 46 个，

开工率 121%；计划竣工 14 个，实

际竣工 14 个，竣工率 100%。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 (简称“投洽

会”)以“全球发展:共享数

字机遇投资绿色未来”为

主题，将于 9 月 8 日至 9

月 11 日在厦门举办。7 月

20 日下午，组委会在广州

举办推介会，向海内外客

商发出盛情邀约。这是本

届投洽会首场推介会，来

自 30 多个国家驻穗总领

馆、官方投资促进机构和

商协会代表近 50 人参

加。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

局局长刘殿勋表示，投洽

会以“引进来”和“走出去”

为主题，深入贯彻全球发

展倡议，致力于打造国际

投资公共平台，促进更多

国家之间扩大相互开放和

投资。商务部将充分调动

各方资源，通过投洽会持

续释放中国投资好声音，

与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

遇，促进全球发展和互利

共赢。

据介绍，今年前 5 月

中国取得实际使用外资

56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17.3%的亮眼成绩，表明

众多跨国公司依然看好中

国市场，愿意继续加大投

资力度。

厦门市政府介绍了第

二十二届投洽会的主要内

容和厦门发展风采，表达

办好投洽会的决心和信

心，向海内外客商发出热

情邀请。

组委会介绍，第二十

二届投洽会采取线上线下

融合方式，聚焦双碳目标、

数字经济、“一带一路”共

建、金砖合作和高质量实

施 RCEP 协定等热点，将

举办 2022 国际投资论坛

等 30 多场高端论坛研讨

活动，发布《中国外商投资

指引 (2022 版)》《中国外资

统计公报 (2022)》《中国外

商投资报告 (2022)》《中资

企业国别发展报告》等权

威信息报告。

大会展览规模 12 万

平方米，重点展示金砖国

家工业领域创新成果，以

及工业互联网、绿色新能

源、智慧城市、乡村振兴和

国货国潮等产业题材。创

新设置“中国投资热点城

市展区”，持续做优“投资

服务暨金融展”，探索设置

元宇宙线上展厅和线下体

验展区。大会专设“项目资

本对接馆”，汇聚初创项

目、产业园区、产业人才和

投融资服务机构，打造项

目资本高效对接平台，提

升投资促进实效。

另外，组委会通过“云

上投洽会”官网、App、小程

序为企业客商线上参展参

会提供便捷服务，持续探

索数字化投资促进新模

式，打造“永不落幕”的投

资促进平台。 （吴君宁）

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

道记者近日从厦门海关获

悉，上半年，厦门市外贸进

出口总额 4443.2 亿元，同

比增长 8.3%，创历史新高。

其中，进口 2183.7 亿元，同

比增长 3.2%，出口 2259.5

亿元，同比增长 13.6%。

从上半年厦门外贸进

出口的特点来看，民营企

业是最大外贸主体；出口

产品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

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产品

则以机电产品、农产品为

主；东盟、美国和欧盟是前

三大贸易伙伴。

具体来说，上半年，厦

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1679.6 亿元，同比增长

11.1%，占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 37.8%。此外，出口机电

产品 975.4 亿元，占出口总

值的 43.2%，出口纺织服装

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645 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28.5% ；进口机电产品

442.5 亿元，占进口总值的

20.3%，进口农产品 404.7

亿 元 ，占进口总值的

18.5%。厦门市对东盟、美

国和欧盟分别进出口

845.7 亿元、657.7 亿元和

511.2 亿元，均实现同比两

位数增长。（廖丽萍 林荫）

盛情邀请海内外客商参与九八
第二十二届投洽会首场推介会在广州举办

上半年厦门外贸进出口创新高
民营企业是最大外贸主体

共录取 122 名海外华人学生

厦门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
上半年超计划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123个产业项目
1-6 月完成投资 246.07 亿元

完成率 149.59%

宝太生物 POCT产业园建设

项目、厦门航空产业启动区项目、

艾翔迪科技园等项目开工建设；

天马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

线项目顺利完成生产线贯通点

亮，进入验收阶段；厦门 SM 商业

城三期、电气硝子玻璃（厦门）液

晶玻璃基板四期（加工厂）、华联

安工业园完成竣工验收。

131 个社会事业类项目
1-6 月完成投资 252.03 亿元

完成率 189.93%

集美中学新校区、市儿童医院

科研教学楼、古地石安置房等项目

开工建设；环东海域新城翔安火炬

实验学校进入验收阶段；保障性租

赁住房（厦门国际健康驿站一期）、

阳塘安居小区等项目按期竣工。

154 个城乡基础设施类项目
1-6 月完成投资 402.59 亿元

完成率 161.64%

新机场（主体工程）、轨道交

通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厦门北

高铁站公交综合体等项目开工

建设；大嶝南缘原预留围场河区

域造地工程、轨道交通 2 号线五

缘湾南站地块配套（±0.00 以下

工程）等项目提前竣工。

（袁舒琪）

宝太生物 产业园建成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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