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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快马扬鞭推进重点项目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上午，石狮市文旅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举行。
会上，举行了石狮市人民政
府与深圳华侨城“一城多点”旅
游战略合作、石狮梅林游艇码头
项目、石狮高正国际滨海休闲旅
游度假项目签约仪式。据悉，石
狮市政府与华侨城集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拟通过结合石狮区
位优势、特色风貌以及优势产
业，依托华侨城丰富的城镇化项
目经验，着力打造主题文旅项
目，使之成为闽南文化新高地。
拟合作项目包括：欢乐田园项

目、曲水湾商旅街区、配套高品
质商住项目、改造建设及运营管
理项目，以及其他景区运营合作
项目。石狮梅林游艇码头项目
由厦门路桥游艇旅游集团投资
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5 亿元人
民币，将以建设石狮首个国际游
艇新城区为发展目标，建设包括
游艇帆船体验中心管理用房及
游客服务中心、海上运动竞赛及
培训中心、
滨水活动赛事广场、
船
艇维养中心、游艇俱乐部等功能
设施，以及配套的商业、住宅项
目。石狮高正国际滨海休闲旅
游度假项目由高正集团投资兴

建，
项目计划总投资 15 亿元人民
币，将以“帆船”
“礁石”
“海水”为
主题，
建设包含水上运动中心、
五
星级酒店、国际会议及论坛中心
在内的外形独具滨海特色建筑
形象的新型城市地标星级酒店
综合体；
配套集时尚购物商场、
文
化体验中心、风情商业街等为一
体的文化综合服务区。
与此同时，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我市举行一批项目开
（竣）工仪式，以此检验开展“五
个年”活动成效，再掀项目建设
高潮。
据悉，这批开（竣）工项目涉

及到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产业
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是我市
实施“五个年”活动的重要载体
和抓手，将对我市今后的产业发
展、城市建设和民生事业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具体项目包括：
蚶江中学改扩建（一期）项目竣
工；锦江外线（水头至石湖段）项
目通车；共富路（石锦路至沿海
大通道）拓宽改造工程项目竣
工；石狮市面料小微园区项目集
体开工；祥芝中心渔港扩建工程
项目竣工；永宁外线（红塔湾旅
游路至梅宁路）项目开工等。
（记者 许小雄）

石狮推出
十大侨务新闻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然 来
袭，我们全力抗击，疫情在全球
蔓延，我们守望相助，世石联向
石狮市总医院捐赠救护车及急
救设备，石狮驰援旅菲侨亲旅港
同胞，石狮市政府为友城菲律宾
那牙市送温暖，石狮侨界 25 件
抗疫实物资料入藏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这一年，石狮侨商在
政和开展慈善公益活动，石狮侨
界开展暖心工程活动；这一年，
石狮发起“逐梦——家门口的优
质教育”，崇教兴学，海内外乡亲
捐资 3.2 亿元……
2020 年转瞬而过，十大侨务
新闻述不完海内外的乡音乡愁；
2021 年继往开来，乘风破浪道不
尽奋发的新篇章。

详见八版
石狮市海外联谊会、世界
石狮同乡联谊会联合举
行海内外乡亲座谈会

共创石狮美好未来

泉州 137 公里环城高速“大环”
全线通车

泉州到厦门的车程有望缩短到 20 分钟
本报讯 省高网泉厦漳城
市联盟路泉州段高速公路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 12 时起通车
运营，至此，泉州 137 公里环城
高速“大环”全线通车。泉厦漳
城市联盟路全线通车后，泉州

到厦门的车程有望缩短到 20 分
钟！
据悉，泉厦漳城市联盟路
泉州段起于晋江市永和镇福
田村，通过永和镇福田枢纽连
通晋石高速公路，途经晋江市

东 石 镇 、安 海 镇 ，在 南 安 市 石
井镇通过枢纽连通南石高速，
终于南安市石井镇坂头村，与
厦门海翔大道相接。全线共
设 互 通 5 处 ，其 中 落 地 互 通
（出入口）3 处，分别设置晋江

永和、晋江东石、南安石井西 3
个 收 费 站 。 路 线 全 长 27.3 公
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标 准 建 设 ，设 计 时 速 100 公
里。
（记者 洪亚男）

石狮侨办侨务股获殊荣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受泉州市总工会委托，石狮市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到石狮市侨办，
为石狮市侨办侨务股颁授泉州市
“五一先锋号”
奖牌和荣誉证书。
一直以来，石狮侨办侨务股
积极宣传贯彻涉侨法律法规和政
策，
依法维护华侨、
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特别是通过“石狮统战”公
众微信号、
《石狮日报》、
《石狮侨
报》等载体，
组织全市各镇（街道）
通过 LED、
村务公开栏、
订阅号等
方式，
开展形式多样侨法宣传，
尤
其在疫情期间对海外侨胞做好正
面宣传和引导，
讲好石狮故事、
中
国故事，让海外侨胞感受祖国的

温暖，广受石狮侨亲好评。在侨
界民生、
归侨侨眷扶贫济困上，
石
狮侨办通过开展贫困归侨帮扶工
作，对全市贫困归侨侨眷进行摸
底，
建立贫侨数据库，
并对贫困归
侨侨眷及大病大灾归难侨，协助
解决其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在为侨办实事上，石狮侨办依法
办理涉侨信访事项，规范华侨来
闽定居和华侨归侨侨眷身份认定
等办理工作，
2020年来，
接待来访
10余人次，
处结率达到100%。在
开展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兴办公
益事业方面，石狮侨办加强对海
外侨胞捐赠工作的引导和服务，
注重做好对捐赠人的宣传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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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极大
地激发了广大侨胞支持家乡建设
捐赠热情。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以来，全市共接受华侨华人捐
赠金额 1.625 亿元，
主要集中在基
础设施、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等公
益事业领域，促进了我市各项公
益事业发展。石狮侨办还深入开
展侨捐项目信息采集工作，截至
目前，
通过对 2020 年侨捐项目进
行收集整理，
共收集项目 893 个，
项目资金1.625亿元。
此外，石狮侨办通过宣传、
发动海外华侨华人及社团捐款
捐物，助力家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石

每两周逢周二出版

狮侨亲共认购认捐 15198.11 万
元，其中向我市认购认捐总价值
2412.3 万元，向我市捐赠物资价
值 1019.84 万元。而在做好疫情
防输入工作中，石狮侨办还积极
做好疫情期间海外华侨华人的
人文关怀工作，发动社会各界人
士向境外石狮社团和乡亲捐赠
防疫物资，通过微信、电话等渠
道向他们传递家乡党委政府的
关心关爱和防疫政策，指导他们
在住在地科学防疫，开通 24 小
时海外服务热线，开展“五个一”
人文关怀，为返乡的海外侨胞和
港澳乡亲提供暖心服务。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郭善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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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下午，石狮市海外联谊会、世界
石狮同乡联谊会联合举行海内
外乡亲座谈会，石狮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海外联会长林天虎，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执行会
长吴光级，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
联会会长王荣忠，菲律宾菲华各
界联合会秘书长蔡辉煌，菲律宾
马尼拉市中国事务处执行董事
许明智，澳门石狮同乡总会副会
长杨国潮，以及来自智利、巴西
等国家的石狮籍乡亲，石狮市委
台港澳办公室，市政府侨务办公
室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林天虎向大家
转达了石狮市委书记蔡萌芽、市
长黄春辉的问候。林天虎说，
2020 年年初，广大海外石狮籍华
侨华人及社团慷慨解囊、捐资捐
物支援家乡防抗疫情永远值得
铭记，在此，也代表石狮市委、市
政府对广大石狮籍乡亲为家乡
多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
示衷心的感谢。座谈会上，林天
虎介绍了石狮在驰援海外抗疫、
做好本地疫情防控及推动复工
复产等方面的情况。他说，石狮
宜居宜业的优势日渐明显，当日
上午石狮与深圳华侨城集团、厦
门路桥建设集团及江西高正集
团三家集团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必将推动石狮文旅产业发展壮
大，希望广大乡亲们在新的一年
里常回家看看，一如既往地关心
家乡发展，共同创造石狮美好的
未来。
（记者 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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