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中心公布 2022

“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

案例奖”名单，来自厦门

“以遗产地为课堂”———鼓

浪屿青少年遗产教育探索

（中国）项目荣登榜单，获

得其中的“探索之星奖”，

这也是福建省唯一获奖项

目。

“以遗产地为课堂”

———鼓浪屿青少年遗产

教育探索（中国）项目致

力于引导孩子了解、传

播鼓浪屿世遗文化。参

加项目的是一群 9 岁至

12 岁的孩子，来自全国

各地。

为了让研学更专业，

主办方邀请行业专家从不

同角度切入，解读鼓浪屿。

他们中有中国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专委会秘书长魏青，华侨

大学建筑学院、城市建设

与经济发展研究院特聘教

授、博导王唯山，鼓浪屿世

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主任

蔡松荣，中国科学院植物

学博士、厦门华侨亚热带

植物引种园副研究员何丽

娟等。

“建筑、规划、音乐艺

术、自然生物……每天一

个关于鼓浪屿的研学主

题。”该项目联席总经理姚

瑛告诉记者，将整个鼓浪

屿变成一个大课堂，孩子

们可以体验规划师、建筑

师、人类学家等角色，实景

感受后，对一些真实问题

进行主题探讨。

据悉，该项目由鼓浪

屿美院携手清源文化遗产

团队下的遗产教育品牌

“清源青愿”共同打造。

（朱道衡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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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 12月 20

日电 2022 两岸企业家峰

会年会 20 日在厦门市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向两岸企业家峰会

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中共

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

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

以问候。

王沪宁表示，两岸企

业家峰会为促进两岸经济

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作出重

要贡献，已成为最有影响

力的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平

台，成为两岸同胞携手壮

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圆中

国梦的重要渠道。

王沪宁指出，中共二

十大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战略部署，

对两岸关系发展、祖国统

一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我们将全面贯彻中

共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

反对外来干涉和“台独”分

裂，坚持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

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

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

策，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

胞，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和

民族复兴进程。

王沪宁指出，本届峰

会以“建构产业合作新模

式，打造绿色数字新经

济”为主题，抓住了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聚焦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等促进两

岸合作，充分体现两岸同

胞携手发展、融合发展的

共同愿望，必将为两岸同

胞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

开拓新空间、带来新收

获。

王沪宁强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同

胞共同的事业。希望两岸

企业家做新时代新征程上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力军。希望峰会

双方理事会广泛团结两岸

企业界、工商界，秉持民族

大义，把握时代大势，为维

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

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而

持续奋斗。

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

郭金龙和台湾方面理事长

刘兆玄、副理事长陈瑞隆

等出席年会，300 多位两

岸工商界人士参会。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

道 12 月 19 日，第三期“云

上会客厅·共话闽侨情”海

外华文教育视频座谈会在

福州举行。福建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永礼出席并

讲话。

王永礼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福建华文教育

工作的海外侨领和华文

教育工作者表示感谢。他

说，海外侨胞素有重视教

育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传

统。华文教育是海外华裔

青少年学习中文和中华

文化的重要渠道，被誉为

“留根工程”“希望工程”

和“民心工程”，是“功在

当下，利在千秋”的事业，

对于海外侨胞传承中华

语言文化，促进中外人文

交流、民心相通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全球化深入发

展，各国对中文学习的需

求持续旺盛，华文教育正

逢其时。要自信自强、把

握机遇，坚守华侨华人传

承文化的初心和韧性，保

持华文教育传播中华文

化的优势，把中华文化传

播到五湖四海；要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根据

海外的需求与困难，采取

针对性的举措，推动华文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促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

中外人民友好作出新的

贡献。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肖华鑫、省教育厅副厅

长王飏、华侨大学党委书

记徐西鹏等有关单位负责

同志，以及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缅甸、老挝、柬埔

寨、日本等国有关华教组

织、华校负责人，福建省华

文教育基地、外派华文教

师代表等共 80 余人，以线

上或线下形式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省侨办向

菲律宾华校赠送 400 台

“华文教育机器人”，为福

州外语外贸学院、闽江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颁授福建

省海外华文教育基地牌

匾。菲律宾华教中心、马来

西亚华校教师总会、泰国

华文教师公会等 7 个国家

相关华教组织、华校负责

人作交流发言。 （闫旭）

助力厦企开拓市场

海联会客厅正式启用

《回归本源》

文化艺术主题作品联展

在厦展出

祝贺中新建交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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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厦门“一二三”战略规

划》(以下简称《战略规划》）日前经厦门市委十三届四

次全会审议通过，为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目标任务提供清晰的路线表、施工图。《战略规

划》明确了厦门市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任务：力争经过 5 年的努力，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更好地为中国式现

代化探索试验、探路先行。

《战略规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 40 周年贺信中提出的三项重点任务和中国式现

代化特色中地方重点探索和实践的三个方面，提出厦

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3”的六方面任务

举措，具体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致力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全力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加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战略规划》提出，到 2027 年，厦门市人均GDP超

过17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9万元；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0%以上；全

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6%；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7 岁

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7.9%以上。

《战略规划》系统谋划了厦门市的目标任务，并提

出了五个方面的战略定位，即：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上当先锋、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前列、在促进两岸

融合发展上作示范、在物质文化生活共富上创标杆、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树典范。 （沈华铃）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20 日，厦门市统计

局发布厦门市今年 1-11 月经济运行数据及分析。数

据显示，厦门市规模以上工业及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

进，消费市场及金融物价平稳运行，经济总体呈现稳

定增长态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1%
数据显示，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1%。从行业看，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

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65.7%，与 1-10月持平。从企

业看，全市 288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1461家企业

产值实现增长，增产面50.6%。462家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2.7个百分点，其中，271

家企业产值实现增长，增产面58.7%。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5%
数据显示，1-11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63.1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5%。从产业投资看，全市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 569.79 亿元和 2192.43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28%和 6.8%，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5个

和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速增

长，完成投资 501.22 亿元，同比增长 27.8%，占全市投资

的18.1%，拉动全市投资增长4.4个百分点。

财政收支良好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财政收支情况良好。1-11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

收入 1459.57 亿元，同口径增长 5%。其中，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882.26 亿元，同口径增长 7%。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97.97 亿元，增长 2.8%，其中民生支出比

重为 71.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至 11 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

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6234.18 亿元，同比增长

10.2%；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7161.82 亿

元，同比增长 12.8%。 （沈彦彦）

1-11 月厦门经济总体呈现
稳定增长态势

《厦门“一二三”战略规划》出炉
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试验探路先行

鼓浪屿青少年遗产教育探索（中国）项目获得国际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