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许，马

銮湾新城前场铁路大型货场

内，汽笛声响起，一列中欧

（厦门）班列缓缓驶出站台，

开往一万余公里外的德国汉

堡。这是前场铁路大型货场

试运行的首趟中欧班列，随

之带去的是满满 50 个集装

箱的太阳能支架、液晶显示

器、服装等“中国制造”的产

品。

这支“一带一路”上的

“钢铁驼队”，在马銮湾新城

迎来了新的里程碑。同一时

间，前场多式联运监管中心

的硬件设施建设已进入收尾

阶段，即将竣工。该监管中心

投用后，中欧（厦门）班列将

正式转移至前场铁路大型货

场始发。马銮湾新城片区指

挥部介绍，今后，货物在前场

物流园区、前场铁路大型货

场可更高效便利实现集结、

通关、运输，将大大提高装卸

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助力外

贸企业提质降本增效。

“中欧（厦门）班列的到

来，对马銮湾新城的带动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

通道，一个是产业。”马銮湾

新城片区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说，这条通道打通后，将

为马銮湾新城做大做强“国

家物流新通道”“中欧班列

海铁联运核心枢纽”提供有

力支撑；同时，促进现代物

流产业与多元产业链形成

良性互动，吸引更多优质企

业落户扎根马銮湾新城，进

一步完善产业生态，激活产

城融合新动能，实现高质量

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加

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

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

和经贸关系。马銮湾新城片

区指挥部、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欧（厦门）

班列的开行，是厦门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其立足厦门、放眼世界，帮助

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市

场。今后，马銮湾新城将积极

发挥“火车头”作用，在各相

关单位的协作努力下，利用

好前场铁路大型货场与前场

物流园区枢纽功能，牵引“钢

铁驼队”越跑越远，“朋友圈”

越来越大，为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支撑。

（汤海波陈聪艺郑庆明）

马銮湾新城有了“钢铁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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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中新社报道“加

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

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涉侨表

述受到关注。接受记者采访

的侨务专家称，相关表述折

射出海外华侨华人在新征程

上的作用愈发凸显，也对新

时代如何做好侨务工作提出

了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广

大侨胞的独特作用，改革开放

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均提及

“海外侨胞”。暨南大学华侨华

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表示，

6000 多万华侨华人是中华儿

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体现

在报告开篇对新时代伟大成

就参与者的致谢中，执政党从

未忘记海外侨胞的贡献；又体

现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应时而生的

“大侨务”工作格局就是为了

更好地为侨服务。

执政党对侨胞的期许也与

党和国家的宏伟蓝图密切相

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落实

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

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

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广泛团结联

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

长张春旺表示，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

述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

报告相比，既一脉相承，又有

新的特点。为适应新征程的新

要求，侨务工作不仅要“加

强”，而且要“改进”，显示出侨

务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要正确

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

重要使命。

在当下世情、国情、侨情发

生深刻变化的情形下，如何加

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张春旺表

示，一要注重工作的方式方法

与策略，充分考虑海外侨胞的

长期生存与发展；二要切实了

解侨胞的需求与愿望，开展有

针对性地为侨服务；三要发挥

华侨华人沟通中外的渠道作

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

所长张秀明建议，应该加强对

侨情变化的研究，关注海外侨

胞的迫切诉求，增强为侨服务

意识，创新为侨服务的理念与

方式，更好地凝聚侨心、发挥

侨力，真正“当好海外侨胞和

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

工作的实干家”。

近年来，海外侨胞已发生

结构性变化，新侨和华裔新生

代渐成主体力量。如何培养其

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成为沟通祖(籍)国与住

在国的桥梁和纽带，被提上议

事日程。

陈奕平说，无论出生在住

在国的华裔新生代，还是改革

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都

应该受到重视。应该加强对他

们的联谊，增强其寻根意识，

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引导其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分享改革发展红利，使他

们自愿成为新一代中外交流

的使者。

张秀明也认为，作为身处

两个社会、横跨多种文明的跨

国群体，海外侨胞的作用还可

以进一步发挥。比如，可以发

挥海外侨胞在传播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独特优

势，还可以更好地发挥海外侨

胞高层次人才众多、商业网络

广泛、经济实力雄厚、联通中

外的多方面优势。

要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还要维护侨胞权益。陈奕平表

示，这既包括归侨合法权益，

也包括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

疫情之下，许多侨胞面临困

境，还承担了污名化下的种族

歧视和精神压力，要了解海外

侨胞生存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回应他们的诉求，更好地为侨

服务。

回望历史，在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海外

侨胞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多位

专家均表示，在迈向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海外侨胞同样不会缺席，一

定能够“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

兴的强大力量”。 （马海燕）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

日，位于火炬（翔安）产业区的火

炬智能制造产业园三期项目已全

面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及

室外工程的施工，预计今年年底

完成室外施工工程。

据了解，火炬智能制造产业

园三期项目是厦门市省重点产业

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14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 6 栋高层厂房、一栋

宿舍楼和一栋服务中心。目前，项

目的建设及投资进度已经完成

70%，计划于 2023 年 4 月份实现

竣工验收。

“火炬智能制造产业园三期

项目是火炬集团招商载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厂房在设计上挑高较

高而且承载力强，可有效满足设

备进场需要。”厦门火炬集团火炬

智能制造产业园三期项目负责人

柯建福说，未来，这里将重点引进

电子、光电、软件、生物医药和先

进制造业项目，为火炬高新区企

业增资扩产提供发展空间。

（张雅雯）

专家谈侨务工作凝心聚力谋新局 火炬智能制造产业园
全面封顶

前场铁路大型货场

前场物流园区
前场铁路大型货场与前场物流园

区是厦门市着力打造的区域性陆港，将

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陆路物流枢纽。

作为厦门五大物流产业聚集区之

一的核心园区，前场铁路大型货场、前

场物流园区积极实践“大通道、大物流、

多功能、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理念，着

力发挥货运枢纽和多式联运功能，打造

“中欧班列海铁联运核心枢纽”。同时，

重点发展基于物流服务的采购贸易、物

流分拨、供应链金融、区域运营结算总

部等“四位一体”业务，致力成为全国标

杆物流产业聚集区，助力马銮湾新城实

现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

中欧（厦门）班列
中欧（厦门）班列是厦门着力打造

的重点外贸平台之一。截至目前，中欧

（厦门）班列稳定开行厦门—欧洲、厦

门—中亚、厦门—俄罗斯三条国际货运

干线，畅达 12 个国家的 30 多个城市，

实现“海丝”“陆丝”无缝连接，成为跨越

海峡横贯亚欧大陆的国家物流新通道，

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打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今年 9月

30 日，中欧（厦门）班列已累计开行

1182 列，承运 98276 标箱，承运货值逾

310 亿元。

名 词

从新加坡漂洋过海到来

两件陈嘉庚珍贵文物“落户”厦门

发挥华侨文化特色

打造城市发展名片

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思明中华街区

欢庆党的二十大“我的集美情”征文选登

记集美英村海外汪氏宗亲的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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