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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召开

3200名海内外     共聚三亚
【侨报讯】11 月 27 日至 29 日，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
三亚召开。大会主题为“乡音乡情 
共享未来”。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
区 48 个社团的 3200 多名海内外琼
籍乡亲共聚一堂，话桑梓、谋发展。
会后，433 名乡亲回到文昌、琼海
等继续寻根之旅，170 多名乡亲赴
海口参观考察。

海南省长沈晓明，三亚市委书
记童道驰，海南省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肖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许俊，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李国梁，
中央统战部九局副局长陈泽涛，中
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致公党中央
联络部副部长赵晓萍出席开幕式。
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广东省委
统战部、福建省委统战部、浙江省
委统战部发来贺信，预祝第十六届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取得圆满成
功。

桑梓情深 共享发展
11 月 28 日开幕式上，沈晓明

在大会致辞称，乡亲们以敢闯敢拼、
敢为人先的毅力和干劲，在海外拓
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谱写了一段又
一段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佳
话。更难能可贵的是，乡亲们始终
情牵中华、心系故乡。截至目前，
海南全省有侨企 1500 多家，实际
利用侨资 200 多亿元（人民币，下
同），乡亲们为海南的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农村交通建设等捐款累
计超过 10 亿元。

沈晓明简要介绍了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情况，诚挚邀请广大琼
籍海外乡亲回家乡投资兴业，共享
自贸港发展的新机遇。

在 11 月 27 日的欢迎晚宴暨文
艺晚会中，肖杰致欢迎辞表示，长
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乡亲积极
参与祖（籍）国和海南家乡的改革
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为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通
过家乡的纽带，增进了全世界海南
人的沟通、友谊与交流合作。

琼籍海外乡亲关注自贸区（港）建设进程

“我们来寻根”   海南海外乡亲汇聚家乡

▲美籍海南乡亲韩琼英、韩慧娟姐妹参会期间参观图片展。
� 摄 / 王辛莉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开幕式美国代表团入场。
� 摄 / 骆云飞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开幕。� 摄 / 骆云飞

【 侨 报 讯 】11 月 29 日， 第
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举办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展及政
策推介会，向广大琼籍乡亲介绍自
贸区（港）建设情况和政策环境，
共享海南发展新机遇。

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副主任马咏华在会上做推介。
他说，海南是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
试验区，也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
贸易港。目前，中国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财政部等近 30 个部委专
门制定了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实施方案，14 个相关部委和民

主党派与海南省签订了合作协议，
16家央企与海南省签约投资。以《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为基础的
“1+N”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年
以来，中央及十几个国家部委接连
不断出台新政，力挺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

当日，大会同期举办了海口江
东新区专场推介会、海口江东新区
交流座谈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专
场推介会、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招商推介会、洋浦经济
开发区招商推介会和海南生态软件

【侨报讯】说海南话，看海南
戏，吃文昌鸡……一场约会在三
亚举行。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0 多名海南乡亲，不远万里来相
聚。这场约，是时隔 15 年后，再
一次在家乡海南举办的第十六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美籍海南乡亲韩琼英、韩慧娟
姐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惊
喜”“温暖”来形容回到故土的感受。

“我是来寻根的！”今年 63
岁的韩慧娟开腔便笑，“海南和小
时候父母说的太不一样了。街道上
的建筑、道路交通设施都非常现代
化，到处很干净。”带她来寻根的
是 69 岁姐姐韩琼英。琼英每二、
三年回一次家乡。她介绍，父辈从
文昌到越南谋生，生养了 12 个兄
弟姐妹。后来移居美国，但一直要
求孩子在家里说海南话，还常和他
们讲海南家乡生活艰苦的往事。

记者看到，参会的海南乡亲有
头发花白的长者，坐着轮椅的老先
生，风华正茂的年轻华裔，还有牙
牙学语的幼儿。他们或是夫妻相伴，
或是亲友携行。有的多次参加乡团
会，见面后，激动拥抱，用海南话
问候“好久不见”。

“每次参加乡团会，我最开心，

园招商推介会。
各场推介会吸引了众多琼籍海

外乡亲踊跃参加。来自加拿大温哥
华海南同乡会的傅小玲表示，希望
了解到国家授予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的各项政策和海南招商引资的优
惠政策，以及相关园区的规划，将
来可能会回中国发展。

在 11 月 28 日举办的世界海南
侨领圆桌会议上。澳大利亚海南总
商会会长蔡霜飞表示，随着海南自
贸区（港）政策的逐步落地，越来
越多的澳大利亚海南籍商人将会回
乡创业，寻找发展机会。“事实上，
商会一些会员企业已捷足先登，律
师事务所、旅行社等一批企业先后
在海南扎根。”

青年侨领、新西兰海南同乡联
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龙登鹏在 11
月 28 日举办的世界海南青年论坛
表示，一直以来，海南华侨都有着
重视教育的传统，培养了许多具有
留学背景，精通“两文两语（中文、
英文、粤语、海南话）”的侨二代、
侨三代，可作为海南在国际法律、
物流、金融、文化等领域的潜在的
人才储备。

共青团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青
联副主席罗桦表示，海南非常重视
海内外琼籍侨领及青年回乡创业，
或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他们将继续发挥共青
团、青联组织的优势，为海内外琼
籍青年参与和投身海南建设铺路搭
桥，搭建广阔平台。　
 文 / 尹海明 张茜翼

海南乡亲的大聚会！”94 岁的文昌
籍华人符开江，在 86 岁太太的陪
伴下从美国来到海南。“我虽然 10
多岁离开海南，但回家的路一直记
得。因为我们的根在海南！”

祖籍地在琼海的英国籍华人冯
佳芳参加过多届乡团会，这次领着
弟媳和一位朋友来“寻根”。三位

75 岁同龄人兴致勃勃提前几天游览
了海口、万宁、保亭等地，“看到
中国繁荣发展，我们感到骄傲”。
冯佳芳的朋友李爱莲，带着年轻漂
亮的女儿，虽第一次回乡，只懂用
海南话表述“妈妈告诉的家乡村
名”，但很期待看看“老家是啥样”。　　
 文 / 王辛莉 张茜翼 尹海明

乡亲
琼籍

大会达成九项共识
新一届理事长选出

【侨报讯】11 月 27 日晚，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第十五
届四次理事会会议暨第十六
届一次理事会会议在海南三
亚举行。王美珍在会上当选
为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大会理事长。

王美珍，海南文昌人，
研究生学历，教育学硕士，
现任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专职秘书长，海南海外联谊
会专职副会长。

她在会上表示，第十五
届理事会忠实履职，紧密团
结世界各国海南乡团和广大
乡亲，通过开展“我为家乡
建设建言献策活动”，广泛
动员海外广大社团围绕海南
自贸区（港）建设的国际化、
法治化、便利化等方面献计
献策，发挥海外侨胞的智慧
和力量，助力海南自贸区（港）
建设；开展联谊交流活动，
组织代表团回海南考察、省
亲；不遗余力向世界宣传海
南、推介海南，扩大了海南
的知名度和开放度，促进了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的发展。

王美珍说，作为新一届
理事长，今后将牢记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会宗旨，弘扬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的优良传
统，忠实履行理事长职责，
真诚为广大乡亲服务，团结
广大乡亲，发挥各国乡团作
用，积极开展工作，以实际

行动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努力推进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会创新发展。

11 月 29 日 闭 幕 式 上，
王美珍宣读了《第十六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联合公
报》。本次大会达成了如下
共识：一是大会时隔 15 年回
到海南举办，加深了乡亲们
对海南的认识，加强了乡团
间的联谊，促进了团结，增
进了乡情；二是大会举办恰
逢海南奋力推进自贸区（港）
建设，激发了乡亲们回乡参
与自贸区（港）建设的热情；
三是大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已成为世界海南乡亲的精神
文化家园；四是要更好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化；五是要重
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六是
要利用好新传媒手段为乡团
建设服务；七是要加强世界
海南乡团交流来往；八是大
会一致通过第十七届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大会 2021 年在广
东由广东省海南联谊会主办；
九是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随后，第十六届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大会代表向广东
省海南联谊会交接了大会主
办盾和会旗。广东省海南联
谊会执行会长、秘书长罗罡
向在场海内外乡亲发出邀约，
期望与他们 2021 年在广东再
会。
 文 / 尹海明 洪坚鹏

▲海南省长沈晓明致辞。
� 摄 / 骆云飞

规模空前 议程丰富
本届大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海

南乡亲联谊盛会，参会会员国家和
地区最多、参会乡团最多、回乡参
会的乡亲最多，创造了历届之最。

大会议程丰富多彩，包括欢迎
晚会、开幕式、世界海南侨领圆桌
会议、世界海南青年论坛、海南自
贸区（港）推介活动、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经济论坛和海南美食特产暨
侨乡民俗风情街、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暨海南华侨文化图片展、
寻根之旅等 10 多个项目。

海南是中国著名侨乡，有 390
多万海外乡亲（含港澳同胞）分布
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海南
乡团联谊大会自 1989 年由新加坡
海南会馆发起举办以来，经过 30
年的发展，联谊大会的规模和影响
力不断扩大，已发展成为海南联系
海外乡亲的桥梁与纽带。

本 届 大 会 是 继 1993 年、2004
年在海南举办第三届大会、第八届
大会之后，时隔 15 年回到海南家
乡举办。
 文 / 张茜翼 琼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