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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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投洽会”）进入倒计

时。组委会日前介绍，本届大会将

深耕双向投资促进，举办 40 多场

系列论坛研讨活动，服务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多双边经贸合

作及两岸经贸交流，汇聚起贯彻

全球发展倡议的强大合力，为服

务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发展倡议包含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的重点议题，呼吁真正

的合作和共同的行动。本届投洽

会将充分体现全球发展倡议重点

合作八大领域中的两项内容：绿

色发展、数字经济，围绕“一带一

路”倡议、金砖合作、RCEP 协定

等主题策划系列展览、论坛和权

威信息发布活动，共商全球投资

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前沿问题，

助力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相互开放和投资。

打造全球国际投资公共平台
围绕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

会搭建持续、稳定的国际投资交流

平台，邀请众多发展中国家参展参

会，为越来越多国家扩大相互开放

和投资提供服务和良机，致力于打

造全球国际投资公共平台。

目前，本届投洽会已有韩国、

日本、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缅

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伊朗、厄瓜多尔、萨尔瓦

多、太平洋岛国等 48 个国家和地

区参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金砖国家、RCEP 成员国等

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大会各

项活动。

2020 年 11月，包括中国在内

的 15 个成员国正式签署 RCEP。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马秀红

去年在第二十一届投洽会上表示，

“RCEP正式签署，将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的投资合作带来机遇，

为区域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注

入新的动力。”

本届投洽会将打造高质量实施

RCEP促进投资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阵地，聚焦RCEP策划举办

多场活动。包括以“RCEP———区

域合作发展新愿景”为主题的第

二十一届世界商业领袖圆桌会

议、以“高水平全面开放，高质量

区域发展”为主题的 RCEP 国际

合作论坛、以“共享发展机遇，拓

展 RCEP 合作空间”为主题的

2022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经贸合作对接会（RCEP 专场）

等，引导鼓励企业以 RCEP 实施

为契机，进一步提升贸易和投资

发展水平，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力。

凸显金砖务实合作
金砖机制是推动全球发展倡

议的重要力量，今年投洽会将发

挥厦门作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的优势，融入

金砖元素，举办规模 1.5 万平方

米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围

绕数字金砖、绿色金砖、生物医疗

等内容，展示金砖国家工业合作

领域最新成果，举办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有关论坛、赛

事等活动。还将发布《中资企业国

别发展报告（巴西、俄罗斯、印度、

南非、英国篇）》《金砖国家投资报

告》，举办金砖国家可持续投资论

坛、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对话会等

金砖特色活动。

持续深耕“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

倡议一脉相承，本届投洽会也将

继续深耕“一带一路”，举办“2022

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一带

一路”发展高层论坛、中阿经贸

投资高峰论坛等系列主题活动，

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代表处、投资机构、企

业参展参会，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投资好声

音，巩固和深化共商共建共享的

合作平台。 （吴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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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8月

30日，厦门市年轻一代民营经济

人士培养工程启动仪式在陈嘉庚

纪念馆举办。厦门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王雪敏出席启动仪式。市工

商联（总商会）向全市青年企业家

发出《践行“晋江经验”弘扬“嘉庚

精神”担当“两个健康”时代先锋

的倡议》。

据了解，厦门将面向年轻一

代民营经济人士开展“思想政治

引领”“素质能力提升”“传承交流

融合”“服务沟通优化”“创新发展

推动”五大培养工程。

王雪敏在动员讲话中寄语

青年企业家，希望他们大力弘扬

嘉庚精神时代价值，在爱国爱乡

上展示年轻一代的大格局，在创

业创新上凸显年轻一代的大作

为，在社会责任上彰显年轻一代

的大担当，争当爱国敬业、守法

经营、创新创业、回报社会的典

范，努力成为新时代“陈嘉庚

式”企业家。

王雪敏要求全市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教育引导和鼓

励支持工作，积极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要发挥好《厦门市促进

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

若干措施》等政策效能，为青年企

业家健康成长营造更加优良的发

展环境，团结引导年轻一代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广大民营

经济人士在厦门放胆创新、放心

创业、放手创造。（卫琳黄亦男）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由陈嘉庚亲自创办、

已有 102 年历史的集美校

友总会顺利换届。8 月 27

日，集美校友总会举行第

十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

届理监事会成立大会。集

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

长黄德棋当选新一届理事

会会长。厦门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王雪敏出席。

集美校友总会由陈嘉

庚先生创办于 1920 年，是

全国最早成立的校友会之

一。1980 年，集美校友总

会成立首届理事会。集美

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自

2016 年 2 月产生，过去 6

年，第九届理事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厦

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精

神, 大力传承弘扬嘉庚精

神，涵养海内外校友资源，

成功举办、协助举办了集

美大学、集美中学百年校

庆，纪念陈嘉庚创办幼稚

教育 100 周年、纪念陈嘉

庚创办集美校友会 100 周

年、纪念陈嘉庚创办职业

教育 100 周年等系列纪念

活动，在海内外校友中取

得良好反响。

“天下校友是一家，校

友们的大力支持是总会发

展的不竭资源和最可靠的

力量。”黄德棋表示，新一

届理事会将继续讲好嘉庚

故事、弘扬嘉庚文化、宣传

嘉庚精神，积极加强与集

美各学校、各地区、各行业

校友的联系，进一步搭建

平台、增进交流、共建共

享，将校友朋友圈做大做

强，打造传承嘉庚精神的

新名片。

集美校友众多、人才荟

萃。著名画家黄永玉是集美

校友总会荣誉会长，他曾

于 1937 年入学集美学校

初中部。长期在集美校友

总会工作、热心校友事业

的任镜波是集美校友总会

永远名誉会长，2014 年，

他作为执笔人代表集美校

友总会给总书记写信并收

到总书记回信。 （应洁）

已有 年历史
集美校友总会完成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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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资投资福建“力度不减”

逾 7000 家侨企投资 360 亿美元

为期三年实施五个工程

培养“陈嘉庚式”企业家

诚信、果敢、坚毅

嘉庚精神与澳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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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右三）和曾孙陈铭（左四）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

本报讯（通讯员陈励雄潘荫庭

周亚萍）8 月 28 日，由陈嘉庚基金

联谊会主办、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

会联办、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承办

的“第二届国际中学生陈嘉庚常识

比赛”成绩揭晓，马来西亚巴生兴

华中学第二代表队从来自中国内

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

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共 50 所学

校的 227 支队伍、1135 名学生中脱

颖而出，摘得桂冠。在集美学校委

员会、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的

积极推动下，厦门市集美中学、广

州市陈嘉庚纪念中学组队参赛并

取得佳绩。

本届比赛以世界各地通晓中

文的在校中学生为参赛对象，分为

初赛、国际晋级赛和决赛三个阶

段，竞赛内容涵盖陈嘉庚生平事

迹、海外华人简史、中国近代史等，

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会友，在更高

层面、更广领域传承弘扬嘉庚精

神，以鼓励引导全球华人子弟见贤

思齐、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不断增

进国际文化交流，实现互学互鉴、

共同成长。赛事全程以中文汉字及

汉语进行，并融合“线上 +线下”方

式，实现跨越畛域的远程竞赛，集

美学校委员会、陈嘉庚教育基金会

亦在厦门以线上方式参加赛事颁

奖典礼，典礼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香

港地区进行实时转播，引发热烈反

响。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教育

参赞赵长涛，陈嘉庚长孙陈立人、

曾孙陈铭，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发

起人暨联合主席、拿督陈友信，拿

督张润安，集友银行总裁郑威等人

出席线下活动。

陈立人表示，祖父陈嘉庚曾经

立下“教育兴国”的宏愿，先后创办

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于 1943

年在当时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成

立了集友银行，并于 1947 年在香

港注册，以期从中获得股息红利，

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

经费来源。目前，集友银行在香港

设有 24 间分行，在中国大陆设有 5

间分行，派发于集美学校股息及红

利超过港币 25 亿元，资助了全国

各地上万名学生，并积极支持乡社

建设和教育发展，真正践行了“以

行养校，以行助乡”的愿景。今年是

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明年是集

友银行成立 80 周年，在这一特殊

时刻，举办此次活动，意义非凡。作

为陈嘉庚先生的后裔，他乐见全球

更多慈善公益组织和青年学生能

够参与到这场活动中，让更多人学

习认识、传承弘扬“嘉庚精神”。

海外华裔子弟掀起学习历史新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