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新冠疫情全球暴
发。上海侨联迅速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号召本市侨
界行动起来， 发挥独特优势助
力抗击疫情。前期，海外侨胞秉
承着爱国爱乡之心， 从世界各
地紧急筹集防疫物资驰援国
内；后期，各级侨联组织着力做
好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关爱服
务工作。 上海侨界在防控疫情
与复工复产两大战场上主动作
为、持续发力，真正做到“树信
心、稳人心、暖侨心”。

【用好海外资源， 搭建桥
梁纽带】上海侨联与十余个国
家侨领侨社建立物资募捐、

采购微信群， 为海外侨界参
与募捐、 采购紧缺物资等工
作建立了沟通渠道， 并主动
联系东方航空做好海外防疫
物资运输保障工作。

截至目前，上海华侨基金
会累计收到捐款超过 2139 万
元， 物资总价值超过 2400 万
元； 为超过 120家医院和 140

个基层单位（社区、街道、学校
等）提供 118余万只口罩、3万
余件防护服、26万余只医用手
套、1 万余件一次性隔离衣、

7054 副护目镜、3000 余把额
温枪、11 套红外线测温设备、

54 台制氧机等防疫物资；为
640 名上海援鄂医护人员和
163名上海本地一线医护人员
送去超过 570万元的关爱金。

【支持华侨华人， 聚力关心关爱】 疫情后
期，海外疫情呈现蔓延之势。为支持海外防控
疫情，上海侨联组织 6场抗疫视频爱心连线活
动。在我驻外使领馆指导下，向马来西亚、意大
利、塞尔维亚、瑞典、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7

国侨胞捐赠防疫物资，合计人民币 242.73万人
民币，包括 38万余只各类口罩、30万只一次性
手套等。

此外，上海侨联发放超过百万元“侨爱心
健康包”和“爱心包裹”，及时寄给各区侨界留
学人员家庭， 及 24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家海
外侨团。联合 5 个疫情严重国家的侨团，建立
“侨领与留学人员关爱群”， 宣传政策提供帮
助。利用“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机
制，通过高校侨联对接海外校友会，开展为海
外抗疫募捐活动。 上海侨界尽自己一份力量，

得到海外广泛赞誉。

【响应市委号召， 推动侨企复工】 上海侨
联积极宣传 《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媒体
联合举办以“新经济、新动能，企业战疫转型
新机遇”为主题的“云上会” 视频直播活动。

与此同时， 上海侨联还分批走访 200 多家企
业，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实际困难，开展
疫情防控指导。 侨资企业有信心用足用好下
半年时间，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营，积极作
为，努力交出一份满意的全年答卷，努力赢取
双胜利。

新时代是归侨侨眷与海外侨胞大有可为
的时代。未来，上海侨联和各级侨联组织自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和中国侨联指导
下，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理念，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信心，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的恒心，把党对侨胞的重视与关心，化为
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实际行动，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以实干笃定前行，努力实现侨联事业
新发展，续写侨联时代新华章，共创侨联工作
新局面。

上海市侨联应邀参加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二届进博会开馆仪式。

五载砥砺前行 续写侨联华章
———2015-2020年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综述

今天，上海市第十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世博中心隆重举行。

回顾过去 5年， 上海侨联和各级侨联组织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和中国侨联

指导下，坚持政治引领、紧扣六项职能、发挥自身优势，团结凝聚广大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群团改革和机构改革中锐意创新，在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积极作为，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体现责任

担当，各项工作在巩固中深化，在开拓中进取，实现新发展，取得新

成绩。

坚持政治引领 锐意改革创新

这 5年，上海侨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群团和侨务工作重要论述、考察上海期
间重要讲话， 认真落实中国侨联 “十代会”精
神。通过理论学习，本市各级侨联组织政治立
场更坚定，工作方向更明确，理论政策水平和
实际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

【群团改革重在抓实】2016年，市侨联从更
好服务侨界群众需求出发，从更好服务上海中
心工作出发， 整合各类资源制定改革实施方
案，实行“专兼对接”机制，推动兼职副主席由
荣誉型向项目负责型转变。

【机构改革持续推进】2019年初，在市委统
战部的有力指导下，上海侨联顺利完成侨联机
构改革，积极整合海外工作资源和力量，更好

履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联谊职能。改革中，坚持
党对侨务工作“三个没有变”的工作原则，立足
“大统战、大侨务”工作格局，有效加强了侨务工
作顶层设计，解决了过去职责重叠、力量分散等
问题，侨联工作实现了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发展这“两个转变”。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
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侨联
的初心是为侨服务， 使命是凝聚侨心侨力、同
圆共享中国梦。 两大改革的有序深入推进，让
上海侨联全体干部更加明确侨联组织因 “侨”

而生的性质，明确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
中国梦”为主题，牢固树立为侨服务的理念，切
实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贴心人、侨务工作
实干家的信念。

围绕中心大局 积极履行职能

广大华侨立足世界又心系祖国，拥有着独
特的优势和资源， 是推进国家建设的重要力
量。5年来，他们自觉主动融入祖（籍）国发展中
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伟大祖国同频共振。

【围绕中心积极作为】 去年 9月 22日，市
侨联与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海外联谊会
共同主办 2019“一带一路”华侨华人与中国市
场高峰论坛，“一带一路” 沿线等 72个国家与
地区的华侨华人与会。论坛上，中国市场圆桌
对接会，让与会华侨华人零距离接触中国企业
家和中国市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参
观， 让海外侨胞参与上海新一轮城市发展，共
享发展机遇。

这五年间， 类似的大型活动还有许多：举
办“雄才大略·商聚浦江”第二届华商论坛；组
织侨界企业家赴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学习考察；

主办“长三角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主题“侨智
论坛”；积极服务进博会，联系海外侨社和商
会，做好参展的各项工作。

侨界人士在促进中国和上海进一步扩大
开放方面的重要作用， 由此展现。“一带一路”

倡议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参与热情，已成为
“凝聚侨界力量，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的历史
大舞台。

【推进新侨平台建设】 为了让广大新侨
有用武之地，上海侨联与临港集团联合推动
“临港新侨新兴产业园”建设；上海侨联还成
立 “园区新侨创新创业服务联盟”， 整合张
江、金桥、漕河泾等 11 家园区新侨资源，开
辟园区与新侨之间的双向服务渠道。 近几
年，建立 5 批 61 家新侨创业实践基地，每年
为新侨举办创新创业高级研修班，连续 4 年
举办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及招聘会。 同时，

通过“创新创业、侨界行动—————中国侨界
贡献奖获得者与上海青侨代表交流会”、“创
青春” 上海市新侨青年创业分享季活动、上
海侨界金融投资沙龙等活动，积极助力广大
新侨创新创业。

建立健全机制 拓展海外联谊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 党中央明确要求
侨联切实承担起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联谊等职责。 上海
侨联建立健全机制，用好上海的文化标识和品牌，发挥
海外知名侨团力量和影响，办好各类活动平台，促进侨
心凝聚，促进中外友好，促进合作发展，不断增强海外
联谊工作的辐射力和有效性。

【广交深交海外朋友】上海侨联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召开海外联络工作会议、侨情
分析会，全面梳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侨情和海
外上海籍社团资源。这几年，与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
会等签署《友好侨社协议》；与美国百人会、欧洲上海社
团联合会、非洲上海总商会等社团开展交流联谊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海外侨胞的凝聚力，上海侨联举办
海外侨胞故乡行、中美青年培训项目、海归创业者百
人交流会、 组织海外侨胞参观孙中山故居和一大”会

址、举办“海内外侨界聚焦科创中心建设”讲坛等活动，

取得良好效果。

【打造品牌活动项目】上海侨联通过举办寻根参访活
动，帮助海外华裔青少年、港澳台青少年体验传统文化，

感受血脉深情。上海侨联先后举办“寻根中国·相约上海”

海外华裔青少年学生夏令营、“亲情中华” 台湾青少年学
生上海夏令营、第 21届上海、台北、香港、澳门青少年朗
诵比赛等活动，让港澳、台湾青少年和海外华裔青少年在
活动中促进交流、加深友谊。

其中，上海、台北、香港、澳门青少年朗诵比赛自 1998

年创办至今，已先后在沪台港澳轮流举办了 20届。参赛
选手通过朗诵演绎经典诗文， 进一步认识和弘扬中华文
化，成为 4 地间互通友谊、增进交流、文化融合的平台。

“以梦为马、同心同行”———这句话，正代表了上海每一位
侨务工作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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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侨联积极落实中国侨联“十代会”提出的推动
基层组织建设和基础建设， 贯彻中国侨联关于新时代
加强基层侨联建设的指导意见精神，进一步夯实“1+2”

基层侨联组织基础，取得丰硕成果，为本市广大侨胞打
造温暖之家。

【夯实组织基础】截至 2019年底，本市街镇侨联实
现全覆盖，“侨之家”超过千家。新侨驿站蓬勃发展，从
2015年的 14家发展到 2019年的 106家，成为新侨学
习交流、服务社会的基层平台。目前，全市成立侨联组
织的高校、院所已达到 22所，园区、社区、楼宇基层侨
联组织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上海侨联积极推进“地方侨联+高校侨
联+校友会”工作机制建设，形成上海交大、松江、杨浦
3种模式，实现资源互通互联；人才对接联动；工作开
展融合发展。

【维护侨胞利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
下，依法开展侨务工作亦成为大势所趋。市侨联每年
举办“侨法宣传月”活动，一系列数字说明 2019年“侨
法宣传月”的成效：一个月内，全市共有 200 多个街

道、镇及开发区参加，共举行政策咨询、讲座、报告会等
活动 600多场，发放宣传资料 12 万份，组织侨界志愿者
活动 1200 多次，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微博等媒
体宣传近千次，整个活动期间受众达 60 余万人次。今年
新冠疫情期间，创新工作方式，借助网上知识竞赛、网络
连线、开设网上专栏等，开展形式多样的侨法宣传和为
侨服务活动。

此外，针对侨界群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市侨联还在
微信公众号发布“你关心的侨务政策”进行答疑解惑，受
到侨界群众广泛好评。

【关心早期归侨，落实侨爱心实事工程】上海侨联关
心早期归侨和困难归侨侨眷，实施“侨爱心实事工程”，重
视早期归侨社团工作活动开展。充分利用政府侨务部门、

华侨基金会、侨青总会和慈善基金会等多种渠道，落实归
侨大病重病医疗补助、“三节”送温暖、健康保障等多项实
事项目。开展“侨之情”慈善公益活动，5年来发放帮困及
补助款 524 万元， 惠及全市侨界老人和困难归侨侨眷
8239人次。法治保障与社会关爱同步，让侨界群众真正感
受到上海的温暖。

推动两个建设 打造温暖之家

2016年 9月 23日，上海市侨联成立 60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隆重召开。

“寻根中国·相约上海”———2019“中国寻根之旅”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上海营)开营仪式。

海外侨胞向华山医院捐赠物资

每年 3月，举办“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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