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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七期侨界代表人士培训班结业

为深圳走在最前列汇聚侨智侨力
本 报 讯 （深 圳 侨 报 记 者
柯东波） 4 月 12 日，深圳市第
七期侨界代表人士培训班在深
圳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市侨办
副主任、市侨联副主席吴欢出
席结业仪式并为学员颁发证
书。通过 4 天的培训学习，学
员们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
情、市情的了解，发挥侨智侨力
助推深圳走在最前列的信心更
满、干劲更足了。
此届培训班共有学员 40 多

名，
包括市各侨界社团的骨干成
员，
以及各区委统战部门联系的
侨界人士。学员整体层次高，
思
维活跃。在课程设置上，
既包括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国两会精神以及相关宪法知
识，又包括聆听《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前景展望》等专题讲座以及
拓展训练、
赴高科技企业参观并
开展现场教学等，
内容紧跟时代
热点，贴近工作生活，让学员在

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
中深入了解深圳创新科技成果、
侨资企业发展情况，
引导学员做
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
结业仪式上，吴欢希望学
员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继续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积极发挥侨界人士
联通内外的优势助力深圳经济
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强联谊，实

现资源共享，
共赢发展。
学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
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深圳各
项事业发展中去。同时 ，大家
将加强联系、互帮互助，使“侨
七班”这个平台成为学员今后
生活、学习、事业发展的一个坚
实基石。
据了解，侨界代表人士培
训班，是深圳市侨务部门为适
应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发展的新
要求，充分挖掘 、团结和发挥

侨界人士独特作用的有益尝
试。自 2012 年以来，侨界代表
人士培训班举办了 7 期，学员
总人数已达到近 350 名，成为
了我市侨务工作的一个重要品
牌项目。学员结业后，在各自
的岗位作出了新的作为，尤其
是在宣传推广统战侨务方针政
策，扩大团结服务联系面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已经成
为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
培养和使用的人才。

安徽省侨联主席率队来深考察交流

西澳侨胞在美出车祸 旅美深圳人伸援手

点赞深圳经验 期待加强交流

深圳侨报记者 柯东波

本 报 讯 （深 圳 侨 报 记
者 柯 东 波 通 讯 员 王 静）
12 日，安徽省侨联主席吴向
明率队来深考察交流侨联
工作，与深圳市侨联副主席
吴欢等进行了座谈交流。
双方一致认为，今后两地侨
联要加强联系，
“ 以侨为桥”
推动两地的经贸文化交流
和合作。
大家一同观看了《汇聚
侨智侨力 服务深圳创新发
展 ——2017 年 深 圳 侨 务 工
作 回 眸》宣 传 片 。 吴 欢 以
PPT 形式介绍了深圳市侨联
工作的创新与实践。市侨

会客厅
近日，欧洲荷比深圳总商
会暨联谊会会长张挺宏率该
会粤港澳大湾区考察团到访
深圳市侨办、侨联，与市侨办
副主任、市侨联副主席吴欢就
以侨为桥助力深圳招才引智，
侨胞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商 会 、市 侨 企 联 、市 海 归 协
会、宝安区石岩华侨港澳同
胞投资者协会相关负责人
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各自社
团的特点和资源优势。
推动建立海外深圳社
团，促进侨社团结；支持举办
国际深圳社团大会，加强对
外交流；依靠海外深圳社团
招才引智，服务中心工作；支
持举办“侨交会”，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推动建立新侨海
归工作平台，助力新侨海归
圆梦……近年来，深圳市侨
联在坚持“两个并重”的基础
上，积极深化“两个拓展”，不

断创新探索取得的成绩让吴
向明一行称赞不已。
吴向明表示，深圳市侨
务资源丰富，侨联工作有声
有色、亮点纷呈，很多经验值
得安徽省侨联借鉴学习。他
希望今后两地侨联进一步
加强交流，共同谱写侨联事
业发展的新篇章。
在深期间，吴向明一行
还走访了深圳侨资企业，与
深圳侨商进行座谈交流，并
诚邀深圳侨商侨企今年 5 月
底赴安徽合肥参加 2018 世界
制造业大会和 2018 中国国际
徽商大会。

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
暨联谊会访深
机遇，以及深圳侨务艺术团赴
荷兰开展慰侨演出等事项进
行了交流。
双方一致认为，
在
“一带一
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以侨为桥
助力深圳创新发展大有可为。

欧洲荷比深圳总商会暨联谊会
要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
一步推动深圳与荷兰、比利时
的经贸文化交流，把更多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带回深圳，助力
深圳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
（柯东波 许伟）

市侨企联召开理事会议

让工作计划落到实处 让企业难点得到解决
本报讯 （深圳侨报记者
侯 耀 清 通 讯 员 杜 瑞 云） 4
月 12 日，深圳市归侨侨眷企
业家联合会（以下简称“市侨
企联”
）举行第四届理事会第
二次会议，对 2018 年工作进
行部署，并就市侨企联参与
第四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
（以下简称”侨交会“）准备情
况，以及第四届理（监）事会
就职典礼执行情况进行了汇
报说明。
按照工作计划，今年市侨
企联将围绕发展会员、扩大协
会规模这一目标，努力在服务
（服务政策、服务会员、服务社
会）、创新（机制创新、工作创

新）、提升（提升社会影响力、
提升会员服务能力、提升经营
能力）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每
年组织对外交流、每季度举办
讲座沙龙、每月走访企业活
动，确保市侨企联各项年度工
作计划落到实处、产生实效。
去年以来，市侨企联进一
步创新思路激发活力，在促进
会员事业发展的同时，丰富会
员的业余生活，从而提高社团
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深化的
机遇，组织会员开展各种商务
考察活动，为推动内地与港澳
深化合作，为推动湾区城市间
的经济交流作出贡献。

市委统战部社会组织联
络处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
议。市侨企联执行会长陈楠
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会员的
互动，为社团注入更多活力。
市侨企联常务副会长、深圳市
雅诺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总
裁卢礼杭分享了企业发展的
心得和体会。与会的多位副
会长和理事们通过工作总结、
情况汇报、交流座谈等形式，
对会员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
难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了梳理，就如何解决进行了经
验交流。会议还审议通过增
补第四届理事会成员和新会
员名单。

海外深圳社团互助网络暖了侨心
近日，西澳大利亚深圳
联谊会暨总商会会员陈先生
妥善处理好其弟弟赴美自驾
游出车祸事故，回到了西澳
大利亚珀斯。忆及这起事
故，陈先生现在依然很悲痛，
但想起美国北加州深圳联谊
会创会会长、名誉会长李颖
等当地华侨华人给予的热心
帮助，
他又感到很温暖。

西澳侨胞
美国自驾游出车祸
陈先生的弟弟及亲属一
行 7 人日前由美国拉斯维加
斯自驾前往大峡谷旅游。在
行经亚历桑那州境内金曼附
近皮尔斯渡轮公路的 93 号高
速公路时发生严重车祸，
造成
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
弟
媳的舅舅在送往附近的金曼
地区医疗中心后宣告不治，
其
余 6 人被紧急送往位于拉斯
维加斯的大学医疗中心及
Sunrise hospital 抢救，
弟媳的
舅妈因伤重医治无效，
两日后
也不幸身亡。幸存的五名伤
者中，陈先生的弟弟伤势最
重，头部和胸部遭受重创，连
续几天处于昏迷状态。
惊闻噩耗，陈先生强忍
悲痛，匆忙和女儿赶赴拉斯
维加斯探望伤者并帮助处理
善后工作。

海外深圳人
危难时刻伸援手
就在陈先生赶赴拉斯维
加斯时，西澳大利亚深圳联
谊会暨总商会会长吴粤和美
国北加州深圳联谊会创会会
长、名誉会长李颖取得联系，
告知事故情况。当时，李颖
在旧金山，离拉斯维加斯有
一段不短的距离，再加上手
头上的事情较多，只能委托
其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到医
院探望，并帮忙联系中国驻
旧金山总领事馆提供必要帮
助。在处理善后工作中，中
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不仅打
来慰问电话，还专程派人上

门指导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与此同时，
李颖向陈先生
推荐了当地有名的华人律师
孙杰，
提供有关法律帮助。陈
先生抵达当地的第三天，
即前
往孙杰律师事务所约见了孙
律师，
咨询有关法律问题。紧
接着，
孙杰律师事务所与伤者
代表和亡者家属代表签订了
授权委托书，
帮助家属从亚历
桑那州警局拿回了死者和伤
者遗留的包裹和现金，
并办理
了死者火化、
死亡证公证和认
证等事项。
目前，陈先生的弟弟已
脱离生命危险，伤情有了很
大好转，其他 4 名伤者经治
疗已先后出院。
“弟弟及其他伤者能转危
为安，
不仅得益于当地医院的
大力抢救外，
更得益于中国驻
当地总领事馆和当地华人社
团及热心人士的大力帮助。”
陈先生满怀感恩地说。

深圳侨团
互助网络日渐形成
此次旅美深圳人及时为
遭遇困难的西澳侨胞提供帮
助仅是深圳侨界互助的一个
剪影。近年来，市侨办、市侨
联在海外新侨集中的重点地
区，按照“一城一会”的原则，
推动整合新侨、老侨资源，凝
聚力量成立海外深圳社团，
一张覆盖全球五大洲的海外
深圳社团网络已现雏形。与
此同时，通过举办国际深圳
社团大会等活动，促使海内
外侨胞联系更密切，成为事
业上紧密合作的好搭档，生
活中相互帮助的好朋友。
“我们生活在国外，工作
在国外，遇到困难时举目无
亲，加上语言的障碍、文化的
差异，以致有些问题不易解
决。希望海外深圳社团以
及其他华人社团紧密团结，
及时向遭遇困难的侨胞伸
出援手，把海外社团的价值
充分发挥出来。”吴粤认为，
海外深圳社团网络的建立，
增强了海外侨胞的凝聚力，
同时让深圳侨界大家庭互助
网络更加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