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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并

共迎新春。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

当选的领导班子成员表示热烈祝

贺，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

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

2023 年是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希望和挑战并存。

希望大家全面学习贯彻中共二十

大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履职尽责，在凝心聚力、服务大

局上发挥更大作用，动员激励广大

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丁薛祥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

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

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

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

作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

席高云龙先后发言，分别介绍了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在中共中央亲切

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顺利召开全国

代表大会、圆满完成换届工作情况

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无党派人士

代表席南华也作了发言。他们表

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化政治交接，

全面推进自身建设，积极履职尽

责，为实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目标

任务而团结奋斗。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习

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再

过几天，就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

节了。很高兴与大家欢聚一堂，共

迎新春、畅叙友谊、共商国是。

习近平指出，2022 年是党

和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

年，也是我们党明确提出统一

战线政策 100 周年。各民主党派

深入开展“矢志不渝跟党走、携

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

教育，不忘合作初心、弘扬优良

传统，思想政治共识更加牢固。

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课

题深入调研、开展民主监督，为

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施策

提供了重要参考。全国工商联

推动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

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实现高质量发展。他代表中

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

德、团结奋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

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中央新一届

领导班子第一位的政治责任，就是

传承政治薪火、深化政治共识，始

终保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

本色。希望大家把学习贯彻中共二

十大精神作为深化政治交接的重

要内容，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

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共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要巩固拓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适时开展新一轮主题教育活

动，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习近平指出，实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心任务，需要全国上下团

结奋斗。希望各民主党派把多党

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

来，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

监督中建诤言，在政党协商中献

良策，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

帮手、好同事。要聚焦构建新发展

格局、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

丰富形式、拓宽渠道，不断提高民

主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引

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

心，增强斗志，勇于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艰难险阻。全国工商联要推

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帮助

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民

营经济发展信心。

习近平强调，发挥好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需要各

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

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

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希望大家传

承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

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

统，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

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

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要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搞好

团结协作，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整

体功能，树立务实进取、清正廉洁

的良好形象。今年是全国工商联

成立 70 周年，要继承和发扬工商

联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加强

代表人士教育引领，更好发挥桥

梁纽带和助手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中央组织部

部长陈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硕） 1 月

15 日上午，厦门市金门同胞第

八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

敏，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珍，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副会

长、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会

长谢国勇，与来自厦门市各条

战线的 120 多名金门同胞代表

参会，共叙情谊，共话发展。

王雪敏代表厦门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对大会的

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她

表示，五年来，市金联在第七届

理事会的带领下，坚决落实党

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决策

部署，团结广大在厦金胞为助

力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厦

金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

市金联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

奋进新征程上勇担历史使命，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共同奋进的爱国力量。要

坚持牢记“国之大者”，在推进

统一进程中勇担时代责任，突

出“以金联台、以金促台”，积极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助力

厦门市加快打造台胞台企登陆

第一家园“第一站”。要坚守交

流合作初心，在共谋两岸同胞

福祉中推动融合发展，当好金

门同胞的知心人、贴心人，以服

务增强凝聚力，以联谊扩大影

响力，努力打造促进两岸经济

交流交往合作、推动厦金各领

域融合发展的新亮点、新品牌，

画好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圆”。

大会审议通过厦门市金门同

胞联谊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了厦门市金门同胞

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及领导班

子，谢国勇当选为厦门市金门同

胞联谊会会长，粘世贤、陈成都、

林团结、郑朝南、谢志成、蔡龙伟

当选为副会长。

与会金胞代表们表示，厦门

市金门同胞第八次代表大会是

广大在厦金胞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喜事、盛事。作为金胞代

表倍感自豪、备受鼓舞，更感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积极响应

大会的号召，以昂扬向上的奋斗

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

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在厦

金胞的新气象新作为，为促进两

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贡献金胞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1月 17 日，翔安大桥主桥正式

通车，跨岛只需 5 分钟车程，厦

门跨岛交通正式迈入“五桥两

隧”新格局。

翔安大桥由厦门路桥集团

代建，起于厦门市金尚路与枋

钟路交叉口，接海沧隧道本岛

连接线，以桥梁形式跨越厦门

东海域，止于翔安大道，接已建

刘五店互通，路线全长 12.371

公里。

翔安大桥跨海段下部承

台、桥墩均采用预制装配化施

工，这种“拼积木”式的施工工

艺在福建省桥梁建设中应用，

还是首次；此外，跨海段上部也

均采用钢箱梁装配化施工。

据悉，翔安大桥是福建省一

次性投资额最大、整体桥面最

宽、跨海段采用钢箱梁最长、下

沉式隧道最长的桥隧综合跨海

通道工程。项目提交申报的科技

成果数量已达100余项，并成功

入选交通运输部第一批平安百

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

翔安大桥的建成通车，将

进一步完善海西高速公路网和

厦门市城市路网，促进海峡西

岸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厦

门市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国家

物流新通道和国际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陈起鸿彭怡郡娇轩）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据厦门海关统计，2022 年，厦

门市外贸进出口 9225.6 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4%，

其中进口 4568.2 亿元，增长

0.1%，出口 4657.4 亿元，增长

8.2%。去年 12 月当月，厦门市

进出口 834.5 亿 元 ，增长

11.9%，其中进口 398.4 亿元，

增长 14.3%，出口 436.1 亿元，

增长 9.9%。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最

大外贸主体。2022 年，厦门市

民营企业进出口 3714.3 亿元，

增长 13.9%，占同期厦门市外

贸进出口总值的 40.3%。同期，

国有企业进出口 3253.3 亿元，

增长 6.7%，占 35.3%；外商投资

企业进出口 2255 亿元，下降

11.8%，占 24.4%。

进出口方面，出口以机电

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2022 年，厦门市出口机电产品

2063.5 亿元，增长 7.8%，占出

口总值的 44.3%；出口纺织服

装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1317 亿元，增长 5%，占 28.3%。

进口则以金属矿砂、机电产品

和农产品为主。2022 年，厦门

市进口金属矿砂 919.9 亿元，

占进口总值的 20.1%；进口机

电产品 850.9 亿元，占 18.6%；

进口农产品 834.8 亿元，占

18.3%。

贸易伙伴方面，东盟、美国

和欧盟是厦门市前三大贸易

伙伴。2022 年，厦门市对东盟、

美国和欧盟分别进出口 1826.9

亿元、1245.4 亿元和 1105.8 亿

元，分别增长 12.3%、9.9%和

12.5%。此外，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 3307.9 亿元，增

长 12%。厦门市对金砖国家贸

易往来也不断深化。2022 年，

厦门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

955.4 亿元，增长 29.9%。其中

进口煤炭、农产品分别增长

89.1%和 107.7%；出口电子元

件、铝材、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零部件均成倍增长。

据悉，2022 年，厦门海关率

先全国海关出台促进外贸保稳

提质十六条措施，“关企直通车”

“问题清零”机制有效运行，培育

高级认证企业突破百家，服务

企业享受减免退税 59.34 亿

元。推广进口矿产、原油“先放

后检”，实施粮食等农产品检

疫“即报即审”，优先保障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企业

通关。2022 年，厦门关区进口

整体通关时间为 27.02 小时，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1.28 小

时，分别较 2017 年大幅压缩

75.37%和 94.26%，助力厦门港

连续四年蝉联“十大海运集装箱

口岸营商环境测评”最高等级。

（陈璐林舜水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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