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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1 日是首个厦门营商环境日，

也是第三个厦门企业家日。当天

上午，厦门企业家日·二十大精神

学习宣讲会举行，厦门市委书记

崔永辉、市长黄文辉出席，与民营

企业家代表共同深入学习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

提振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厦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会上，柯希平、邹剑寒、吴迪、

王鹏程、张清苗、贾琢成、陈岱桦

等 7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交流学习

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心得体

会，畅谈企业发展愿景。大家表

示，党的二十大为广大民营企业

的发展壮大指明前进方向、注入

强大动力。大家坚信有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民营经济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创

造更大辉煌。崔永辉代表市委、市

政府向广大民营企业家致以节日

问候和衷心感谢，对民营企业家

高度的政治素养和强烈的责任担

当表示充分肯定。

崔永辉说，新时代 10年的伟

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

得的。“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

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对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同志继续当选中共中央总

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充分反映了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习近

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护、信赖和爱

戴，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

反映了亿万人民紧跟党的核心、人

民领袖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

心声和坚定决心。

崔永辉说，党的二十大围绕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为民营经济发展提

供航向指引，为广大民营企业赋

予光荣使命、描绘光明前景。新征

程上，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认真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在风云变幻中

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大考

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涛骇

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充分彰

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

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

识、雄韬伟略，不愧为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愧为“中

华号”巨轮的掌舵者、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领航人，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

终听党话、跟党走，以饱满的热情

和昂扬的斗志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再上新台阶。

崔永辉表示，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全面落实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重要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着力稳主体、稳信心、促服务、促

改革，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弘扬“晋

江经验”，促进厦门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厦门深入贯彻落实，把

厦门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

爱戴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努

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

大动力。

会上还通报新时代 10 年来

厦门民营经济发展成就，发布

2022 年厦门市民营企业百强榜

单及重点产业龙头骨干民营企

业，介绍营商环境建设成效并发

布 2022 年度全市“十佳”营商环

境创新举措。

市领导张毅恭、游文昌、黄晓

舟、王雪敏、连坤明出席。（蔡镇金）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通

讯员 阮美玲）11 月 2 日，

厦门市党外人士学习宣传

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座谈

会召开，为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凝聚起最广泛的统

战力量。厦门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王雪敏主持并讲

话。

王雪敏说，厦门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要始终坚持党对多党合作

事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为贯

穿统一战线各项主题教育

活动的主线，大力营造学习

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自觉

用中共二十大精神统一思

想和行动，指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要按照

中共二十大报告“全面发展

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要

求，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围绕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深

入调查研究，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集智聚力、为厦门努

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推

动中共二十大精神在厦门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会上，各民主党派市委

主委、市工商联主席、无党

派人士代表一一发言。大家

一致表示，将学深悟透中共

二十大精神，不断夯实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积极发挥各自的界别特色

认真履职，做中国共产党的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切

实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效能；以党为师，加强自身

建设，展现参政党新面貌，

推动新时代厦门多党合作

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

本报讯（记者 林硕 通

讯员 叶琳娜）11 月 1 日是

第三个厦门企业家日，“为

国担当———喜庆二十大·爱

国企业家典范联展”在陈嘉

庚纪念馆开展。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出席

开展式并为本次展览揭幕。

本次展览由市委统战

部、市工商联指导，陈嘉庚

纪念馆、张謇纪念馆、卢作

孚纪念馆、荣毅仁纪念馆主

办，集美区委统战部、集美

区工商联、华侨博物院、厦

门市侨资企业协会、厦门市

侨商联合会协办，展期将持

续至明年 2月 5日。

爱国是近代以来中国

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

本次展览共展出 287 件图

片资料，集中介绍了张謇、

卢作孚、陈嘉庚、荣毅仁、

王光英等五位爱国企业家

典范的生平事迹和爱国情

怀，展示了他们在忠公谋

国、实业救国、教育兴国、

人才强国等方面取得的伟

大成就。

本次展览中有 30 余张

陈嘉庚相关图片是首次展

出。其中，“陈嘉庚公司中西

制药厂产品广告”和带有

“钟”牌商标的“陈嘉庚公司

代理商招牌”“陈嘉庚公司

中西大药行招牌”，系陈嘉

庚纪念馆从新加坡新征集

来的珍贵文物，此次以图片

形式亮相。据了解，陈嘉庚

注册的“钟”牌商标，“钟”里

有“中”，寓意警钟长鸣、唤

醒民众、热忱爱国，反映了

其强烈的爱国热情。

陈嘉庚纪念馆是“全国

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

育基地”。本次展览在陈嘉

庚纪念馆举办，旨在引导更

多企业家回顾历史，致敬先

贤，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

神，赓续红色血脉，勇担历

史责任，凝聚起团结奋斗的

磅礴力量，为党的二十大确

定的目标努力奋斗。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1 日，记者

从中国电影家协会获悉，2022 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暨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2 日在厦门市举办。本届电

影节主体内容安排、主视觉海报正式发布，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同期揭

晓。

本届电影节突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主题主线，充分展示中国电影事业发

展的新成就，展现中国电影人勇攀电影艺术

高峰的责任担当和良好风貌，激励引领广大

电影工作者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铸就新时代电影事业新辉煌。电影

节内容丰富，将举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

幕式，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影展

活动，学术论坛活动，第四届金鸡电影创投大

会，金鸡百花星光海岸启动仪式，电影艺术家

深入基层，中国电影金鸡奖红毯暨颁奖典礼

等主体活动。

红毯暨颁奖典礼是金鸡奖的高潮，也是

备受关注的焦点。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

评选：最佳故事片、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

佳儿童片、评委会特别奖、最佳纪录 /科教片、

最佳美术片、最佳戏曲片、最佳外语片，以及

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

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

角、最佳摄影、最佳录音、最佳美术、最佳音

乐、最佳剪辑共计 20 个奖项。本届金鸡奖报名

工作从今年 7月 22 日启动至截止，共计收到

各片种报名影片 168 部，其中故事片 51 部，中

小成本故事片 50 部，儿童片 13 部，美术片 15

部，纪录片 /科教片 17 部，戏曲片 11 部，外语

片 11 部。经严格初选、初评，最终产生本届金

鸡奖提名名单。

自 2019 年中国电影金鸡奖落户厦门以

来，中国影协和厦门市不断提升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本届电影节

将继续守正创新、精益求精，努力办成一个充

满时代特色、厦门特点的电影节。 （郭睿）

厦门企业家日·二十大精神学习宣讲会举行 崔永辉宣讲 黄文辉主持

厦门市党外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座谈会召开
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厦开幕

将举办一系列主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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