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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硕通讯员

蔡秋红）3 月 14 日 -16 日，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立法议

会自由党党魁阿利斯泰尔·

科（Alistair Coe）率代表团

一行 9人访问厦门。

15 日晚，厦门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琛会见了

代表团一行。陈琛代表厦

门市人大对代表团一行首

次访厦表示欢迎，并介绍

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及与澳大利亚交流交往概

况。她指出，厦门是连接一

带一路重要枢纽，是创新

创业的热土、先进制造业

的研发基地，是境外资本

投资的重要聚集地，也是

国际友好交往重要窗口、

宜居宜业的花园城市，对

澳交流活跃，与堪培拉在

发展理念等方面值得相互

借鉴，在经贸、旅游、文化、

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

合作空间。

科议员表示自由党非

常重视对华合作，高度赞赏

厦门卓越的发展成就、富有

远见的战略思维、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城市规划及优质

丰富的教育资源，“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相信互利互

信的人文往来必能更好地

推动中澳关系发展，希望能

有机会再次率团访问厦门，

参加“投洽会”谋求合作商

机。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副主任邱拱东、市

外侨办副主任姚建洪、商

务局副局长戴乐生、旅发

委副主任钟海林陪同出

席。

访厦期间，代表团还

访问了厦航、厦大，探讨优

化两地空中航线和推动教

育合作的可能性，并参观

了鼓浪屿，盛赞“海上花

园”名副其实，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纷纷表示此行加

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收获

巨大。

本报讯 3 月 20 日，

中央文明办通过中央文

明网公布了全国文明城

市中的 28 个省会 （首

府）、副省级城市 2018 年

文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

以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中的 141 个地级以

上城市、城区 2018 年文

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其

中，厦门以 90.47 分的成

绩在 28 个省会（首府）、

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三，

受到中央通报表扬。

2017 年，厦门第五次荣

获全国文明城市。按照中央

文明办部署，全国文明城市

三年为一届，每年一“小

考”，以年度测评来督促推

动已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的城市注重日常经

常平常、保持创建常态长

效、赢得群众认同满意，坚

决防止“牌子到手、创建到

头”问题，切实发挥好示范

表率作用。

去年 12 月，中央文明

办组织国家统计局和中央

文明委部分成员单位组成

测评组，以实地暗访考察、

入户问卷调查、网上材料

审核三种方式对厦门进行

“考核”。厦门以人之文明

举止，城之文明风貌取得

高分，再次擦亮了全国文

明城市这块金字招牌。中

央文明办对 2018 年测评

成绩排名前 10 名的山东

省济南市、浙江省杭州市、

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

岛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四

川省成都市、安徽省合肥

市、江苏省南京市、广东省

广州市、湖南省长沙市给

予通报表扬。

去年以来，厦门进一

步巩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扎实推进新一

轮创建周期起始年各类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

等创建活动不断呈现新气

象。厦门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创建靠民”不动

摇，把创新创优作为立标

杆、树榜样的重要抓手，持

续打造精神文明建设的特

色品牌。当前，正积极推进

社区书院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相融合，城乡精神

文明同步发展；以志愿服

务等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为载体，激发市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共同书写新时代厦门

文明故事，让生活更加幸

福美好。 （卫琳）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厦门新机场路网建设再传喜讯。

近日，记者从厦门市市政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获悉，该单位代建的

溪东路南段（翔安南路—机场快

速路段）已开工建设。溪东路是目

前进出大嶝岛、新机场的第三条

重要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新机场的路网结构。

值得关注的是，该项目包含

的溪东大桥为全市首座采用上下

双层设置“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

道”型式的跨海大桥。

近日，记者来到溪东路南段

（翔安南路—机场快速路段）项

目的施工现场，现场施工人员

以及挖掘机、吊车等机械设备

正有序地作业中。代建单位市

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郑开圳说，溪东路南段（翔安

南路—机场快速路段） 总长

6.05 公里，总投资概算约 22.4

亿。

为避免未来莲河片区交通和

机场过境交通之间相互影响，在

设计上，本项目全线（主线）设连

续高架桥，长 6.05 公里，双向六

车道，设计速度 80 公里 / 小时；

同时设地面层道路，长 4.75 公

里，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60 公

里 /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包含

的溪东大桥在设计上创新性地

采用双层模式，即上层是机动

车道、下层是非机动车道。两层

桥面共用桥墩，实现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分层通行，不但保障

了行车和行人的安全，且最大

限度地利用了桥梁闲置空间，

在技术和结构上都有新的突

破。

溪东路是目前跨海进入大嶝

岛的第三条重要通道，另两条分

别是已建成通车的大嶝大桥，以

及在建的机场快速路。溪东路串

联起翔安南路、滨海东大道、机场

快速路等几条重要城市快速路，

将方便在各条主要道路上行驶的

车辆进入大嶝岛以及厦门新机

场。

郑开圳说，溪东路是新机场

对外重要的通道之一，项目建成

后将提升完善新机场片区路网骨

架，进一步完善市域路网结构，为

道路两侧土地开发提供重要载

体，社会经济效益显著。该项目目

前正按照施工计划如期推进，预

计 2022 年竣工。

新设外资企业 164 家
今年前两月厦门实际使用外资

居全省之首
本报讯 记者 3 月 17 日从厦门市商务局获

悉，1-2 月，全市新设外资企业 164 家，合同外资

11.8 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21.7 亿元，增长 7.8%，占

全省总量 40.8%，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居全省首位。

今年前两个月，厦门紧抓重大项目招商引资，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经济压舱石。1-2 月，

厦门新增千万美元以上实际使用外资项目 8 个，

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82.6%；新增千万美元

以上合同外资项目 10 个，合同外资主要项目有美

图之家科技、瑞幸咖啡烘焙、美日丰创光罩。

数据显示，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大幅增长，达

11.0亿元，增长61.9%。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大

幅增长90.3%，占制造业比重22.6%。第三产业实际使

用外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

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业。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约占全市一半。

日渐优化的营商环境、系统全面的招商引资

政策以及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为厦门招商引资

打开新局面。据介绍，市商务局将继续认真贯彻国

务院关于稳外资的要求，积极应对做好外资促进

工作，加大力度宣传推介《厦门市促进外资增长若

干措施》，指导与配合各区、开发区做好政策的兑

现与解读工作，实时跟进企业的政策需求，为企业

发展提供坚实后盾。 （崔昊厦商轩）

厦门：企业聘用台湾人才
可获补助

本报讯你的企业有没有招台湾人才？如果符

合相关条件将获得接收台湾人才就业补助。近日，

记者从厦门市人社局了解到，符合条件的企业可

登录“厦门市人社局·人力资源网 厦门市重点产

业人力资源服务平台”（https://app.xmhrss.gov.

cn/ggfwwt-auth/mnhr/index）对公服务平台进行

申报，经办机构通过厦门市就业管理信息系统进

行审核。每位台湾人才只能由一家企业申请就业

补助，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每人 3万元。

怎么才能获得这项补助呢？企业接收的台湾人

才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台湾人才持有台胞证，确

认其为台湾人才。2.台湾人才必须取得硕士及以上

学历，且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对其学历的认

证报告；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并取

得高级技师资格；或取得台湾技术士证书甲级并在

厦从事本职业工作满5年，对应职业资格高级技师

（一级）。3.自 2017年 7月 10日起，企业与台湾人才

签订 3年以上（含 3年）的《劳动合同》；若企业与台

湾人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且未约定合同终止条

件的，合同期限计算至台湾人才年满 60 周岁止。

4.2017年 7月 10日后来厦工作的，台湾人才在本企

业连续就业满一年及以上。 （何无痕）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立法议会自由党代表团访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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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机动车道下层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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