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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中新社报道受中国

国务院侨办邀请，近百位侨界代表

近日来京参加2022年国庆活动。

活动期间，与会代表赴石景

山首钢园开展“感受北京发展、感

悟冬奥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主题参观活动，并参加“当

前中国经济形势”专题报告会。举

行侨界代表座谈会，与会代表围

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促

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进行

主题发言，并对做好新时代侨务

工作建言献策。

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出席座

谈会并讲话，她表示，要引导侨界

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辉煌成就、充分认识新时代侨

务工作的创新发展、准确把握新时

代广大侨胞的使命任务，勉励广大

侨胞继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

势，做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

者、助力全球发展的参与者、中外

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吴侃）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

9 月 27 日，厦门市人大侨外

委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开展

“发挥侨资源优势助力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情况

视察”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陈紫萱、市政府副市长

庄荣良及市侨办、市发改委、

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人

社局、商务局相关部门领导

等参加活动。

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了

金日集团、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厦门联络总部等地，听取企业

发展历程、联络总部工作开展

情况的介绍。厦门是著名侨

乡，最早一批入驻厦门的侨资

企业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也

起到了龙头促进作用。海外华

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作

为厦门市委市政府打造海外

侨团联谊平台的创举，至今已

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2个

社团入驻，加强了厦门与海外

华侨华人社团的联谊联络，为

助力厦门引资引智、高质量发

展作出贡献。

视察活动后，举行座谈

会。市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

何秀珍作关于发挥侨资源优

势助力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超越的工作情况汇报。她

从提升站位、完善机制、联络

联谊、引资引智、疫情防控、

弘扬嘉庚精神、维护侨益等

方面汇报了厦门市侨务工作

内容及成效的情况，并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进一步服务中心大局，

服务招商引资，助力金砖创

新基地、海丝建设，持续加强

海外联谊工作，加力涵养侨

务资源；进一步弘扬嘉庚精

神时代价值，多渠道宣传嘉

庚精神，以嘉庚精神时代价

值凝心聚力；进一步做好维

护侨益工作，抓紧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助力

侨商侨企排忧解难，落实侨

务法规政策。

参会人大代表们也纷纷

发言，就厦门市如何进行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华侨

工作的重点及海外人才助力

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代

表们表示，要用好引资引智

政策，促进侨商侨企转型升

级；改善投资环境，增强侨商

侨企投资厦门的吸引力；弘

扬嘉庚精神，挖掘优秀侨文

化，加强厦门与海外的文化

交流；积极培育涵养侨资源，

拓展华裔新生代力量，更好

发挥侨的作用，加快厦门海

丝战略支点城市建设。

陈紫萱从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思想认识、聚焦中心工

作强化工作配合、发挥监督

作用强化推动落实等三个方

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她指出，

要继续发挥侨乡优势，弘扬

嘉庚精神，利用厦门市华侨

华人遍布广、与海外重点社

团联系多等方面的优势，凝

聚更多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力量，助力特区建设发展；要

主动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引

导海外侨商来厦投资兴业，

以更有效的举措为侨企提供

优质服务；要加强对侨务专

项工作的监督，以更有力的

举措推动涉侨有关工作的落

实，使厦门市侨务工作再上

新台阶。

最后，庄荣良代表市政

府作表态发言。他表示，将切

实提升政治站位，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关于侨务工作部署的实

际举措，更好发挥侨资源作

用，更好服务和深度融入新

发展格局；要积极推进招商

引才，进一步提升引进侨资

侨智质量成效，提高对外开

放合作水平，创新便利侨商

侨企在厦发展政策；要注重

涵养侨资源，积极拓宽海外

联谊渠道和领域，扎实做好

为侨服务工作，以嘉庚精神

和侨文化为桥梁纽带，积极

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海外

联谊的新方式、新平台。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集美

校友总会重要回信精神，9 月 26

日，由厦门市委统战部、厦门市委

宣传部、集美学校委员会主办，厦

门广电集团承办的《光辉旗帜 时

代榜样———“嘉庚精神宣传月”特

别节目》在厦门广播电视台演播

厅成功录制。著名导演、电影《陈

嘉庚》总导演黄健中，全国政协委

员、厦门市工商联主席、厦门恒兴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希平，加

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

席翁国宁，集美大学决策咨询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林斯

丰，集美学校委员会副主任、陈嘉

庚纪念馆馆长翁荣标等受邀作为

访谈嘉宾。

访谈中，5 位嘉宾围绕主题，

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与人生经历，

就如何更好挖掘、弘扬嘉庚精神

的时代价值，讲好、讲活新时代的

嘉庚故事畅谈体会、交流感悟。

林斯丰讲述了陈嘉庚先生爱

国兴学历程、投身救亡斗争、推动

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为国家

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光辉事

迹。介绍了陈嘉庚先生艰苦创业、

倾资兴学、忠贞爱国的一生。他强

调，陈嘉庚先生一生恪守“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以拯救国家危难

为己任，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

重，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

业。

作为福建的民营企业家代

表，柯希平坦言，这几十年的创业

发展历程中深受嘉庚先生的激励

和影响。“嘉庚先生是闽商中最为

杰出的代表，是厦门商界的骄傲。

在嘉庚精神的激励下，厦门商人

在厦门近代市政建设、教育发展、

抗战救亡、建国强国等方面成就

良多，既彰显了海洋文明熏陶下

厦门商人的实干担当，更助力‘敢

拼会赢’的闽商精神走向世界。”

他表示，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

是嘉庚精神的精华，面对百年之

未有大变局，企业家们要坚持党

的领导，树立起信心，善于在危机

中寻找机遇，用好国家各种利好

政策，在时代竞争中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

祖籍福建福清的翁国宁，从

小便听着嘉庚故事长大。他表示，

身处海外的侨胞始终秉承着嘉庚

精神和“爱拼才会赢”的闽商精

神，赓续精神血脉，在海外闯出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祖国强大了，

华侨华人在海外才能获得更多的

尊重。”翁国宁在海外生活多年之

后，更加认同陈嘉庚先生的这一

观点。意识到只有国家更富强，才

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而背

靠强大的祖籍国，才能让更多海

外华侨华人拥有话语权。

今年 8 月，全国民营经济人

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在陈嘉庚纪

念馆揭牌。翁荣标对于当日民营

企业家代表的发言深有感触，“他

们觉得企业家创业是艰辛且孤独

的，但是嘉庚精神就像一盏明灯，

指引着他们找到了奋斗前行的目

标。”翁荣标表示，陈嘉庚先生的

一生，是爱国爱乡、兴教兴学、服

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一生，“嘉庚

精神”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的结果。

出生在印尼的福建泉州籍知

名导演黄健中，初中时期就是在

集美中学度过，从影 60 多年来最

大的心愿就是拍摄一部电影《陈

嘉庚》。当天黄健中还邀请在厦的

18 位中学同学到现场，一起追忆

校主。“每次讲起陈嘉庚，我都会

热血沸腾，因为读初中的时候，我

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校主，那

个时候他已经 80 多岁，每天上午

下午围绕着集美学校转两圈，视

察学校的建设。而且他非常平易

近人，遇到学生要求合影都欣然

应允。”据了解，从 1975 年开始，

黄健中和同学们每年清明节都会

给校主敬献花篮。这个传统已经

延续了 47 年，他们表示就算只剩

下一个同学，也会把这个传统坚

持下去。

据悉，此次访谈节目为 2022

年“嘉庚精神宣传月”系列活动之

一，旨在传承嘉庚精神、弘扬时代

价值。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珍，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善志，市委统

战部部务会成员、纪检监察组组

长康儒才，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处

长林志鹏，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委

统战部部机关及系统单位干部职

工代表，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部分

学生代表参加节目录制。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9 月 28 日，

厦门市工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厦

门市进一步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

施》）。《若干措施》共包含 13 条内容，主

要是支持人才引进、研发创新、提质增

效、生态建设等四个方面。

其中，人才引进方面，包括高端人才

安家补助、毕业生就业补助等 2 项，高端

人才分为A、B、C类，分别按照 100 万元、

50 万元、30 万元标准补助；且可与现有人

才政策叠加享受；毕业生按照本科生

18000 元 / 年、硕士生 30000 元 / 年、博

士生 42000 元 / 年的标准补助。

厦门已建设火炬高新区、海沧台商投

资区、自贸湖里片区等三个集成电路重点

集聚区域，全市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 300

余家，初步形成涵盖集成电路设计、制造、

封测、设备与材料以及应用的产业链。

（李晓平蔡绵绵）

高端人才安家
最高可补助 100 万元

市工信局解读

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措施

“嘉庚精神宣传月”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厦门侨界专家

荣获第九届“中国侨界贡献奖”

思明中华街区

获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

“嘉庚风·中华情”
集美海外侨亲侨属学中文项目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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