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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6 日，厦门市

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专题学

习市委书记胡昌升在全市招

商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胡

昌升书记对统战工作对标先

进争先进位和近期重点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委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何秀珍主持会议，

在家部领导陈宏、苏清臻、曾

庆军、蔡林娜、陈俊泳、陈善

志、郑秀文，机关各处室有关

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胡昌升的重要讲

话站位高、感情真、落点实、方向

明，是求实创新、催人奋进、激励

鞭策，加快推进“两高”“两化”建

设的宣言书，充分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厦

门建设发展要求的强烈政治责任

感和崇高使命感，部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要深入学习领会并贯彻落

实。

会议要求，贯彻落实胡书记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就要

把书记的要求和期许作为奋勇

争先、推进统战事业不断前进

的动力。一要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树立信心、确立目

标、找准路径、细化举措、主动

作为，推动全市统战各领域工

作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争创一

流、走在前列。二要突出工作重

点，切实把招商引资工作的各项

具体要求落地落实落细。三要

重温统战工作的“法宝”地位，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共同推进全

市招商大会的后续成果，为厦门

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和建

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

城市凝聚起强大合力。

少不了新加坡的标志景

点———鱼尾狮。新加坡的中央商

业区、历史风貌、人文风情等场

景，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老师们

的笔下，栩栩如生，尽显风情，在

这次联展中一一呈现。

而新加坡艺术协会的艺术

家们带来的，则是对厦门，乃至

福建的风情观察和创作。

新加坡艺术家们登上鼓浪

屿，创作了鼓浪屿标志景点日光

岩、郑成功雕像等画作，也走访

了思明区的老街巷，画出了风格

独特的《厦门老街》作品。

此外，厦门归来堂、漳州

云水谣、漳州鼓楼等，也都成

了新加坡艺术家们的创作题

材。

本报讯 5 月 9 日，厦洽会组

委会在北京举行首站信息发布

暨项目对接会，广邀投资界精英

9 月赴厦共襄盛举。记者从组委

会获悉，2019厦洽会将于今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在厦门举行，继

续唱响“一带一路”主旋律，把握

国际形势新变化，紧扣国内改革

发展新要求，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将为全球参展参

会机构及客商提供高质高效的

经贸交流和双向投资平台。

此次推介会集信息发布、智

慧分享、政策解读、经验交流、精

彩推介、嘉宾对话、产业对接为

一体，为参会嘉宾呈现了一场

“微缩版”的厦洽会。超过 500名

来自华北、西北、东北各地政府

投资促进机构和各国驻华使领

馆、境内外商协会、产业园区、投

融资机构、新兴企业的嘉宾参与

本次北京推介会。

据悉，本届大会继续将“一

带一路”投资主题深耕细作，加

大与联合国工发组织、贸发会议

等相关国际组织、“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合作，届时将举办“一

带一路”投资大会，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开

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聚焦产业发展前沿，2019

厦洽会规划设置投资主题馆、产

业招商馆和丝路国家贸易馆，约

6000 个展位，展览面积 13 万平

方米。其中，工业互联网展、绿色

创新技术产品投资展、“一带一

路”农资农产品电商交易展是今

年大会新增的专业展区。今年

“主宾省”———山西也将大规模

参展参会。

大会期间，联合国贸发会议

等国际组织将发布《世界投资报

告》等最新的投资或贸易报告；

其他投资机构也将发布系列“引

进来”和“走出去”政策信息和热

点信息。此外，大会还将结合当

前国际形势、产业热点、行业趋

势策划举办跨国公司中国发展

前景报告会及圆桌会议、世界商

业领袖圆桌会议、两岸经贸合作

与发展论坛、全球电子商务大会

等精彩纷呈的论坛研讨活动。

今年厦洽会还将在投资主题

馆各成员 单位展区 新开设

1500-2000平方米的对接洽谈区，

切实为各成员单位展区提升对接

洽谈服务实效。继续突出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重点专题的对接，为与

会国家和地区搭建对接与推介平

台，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吴君宁）

本报讯 89.73 公里，历

经 13 个月，厦门地铁 2 号

线的轨道顺利铺设完成，实

现全线“轨通”。

5 月 13 日 15 时，东

渡站至海沧大道的过海

段内，铺轨龙门吊将最后

一段 25 米钢轨平稳铺设

在轨道上，这标志着地铁

2 号线全线轨道铺设完

成。

记者了解到，地铁建

设必须经历“洞通”“轨

通”“电通”、综合联调联

试四大节点。按计划，地

铁 2 号线将于今年年底

试运营，“轨通”同时也意

味着，全线结构性基础设

施已全部完成，市民坐上

地铁 2 号线列车已指日

可待。

约半小时完成铺轨
当日下午，在地铁 2 号

线东渡站，记者顺着长长的

阶梯下到站台层，沿着已架

设好的左线轨道，朝着海沧

大道站的方向前进。步行约

30 分钟，终于抵达最后一

段的钢轨铺设地。其位于东

渡站和海沧大道站的过海

段，它的上方就是厦门西海

域。

15 时左右，一声指令

发出，位于左线轨道内的铺

轨龙门吊开始运作。在狭窄

的隧道内，施工条件有限。

记者看到，一段长达 25 米

的轨排被移送到位，然后采

用接头夹板将前后钢轨进

行合龙。随后，工人们再对

轨排进行粗调、绑扎钢筋、

立模、精调及浇筑混凝土等

工序。

约 30 分钟后，地铁 2

号线最后一段顺利完成铺

轨。

去年 5月 4日，地铁 2

号线岭兜铺轨基地安装首

节轨道，启动 89.73 公里的

轨道铺设。直至 5月 13日，

地铁 2 号线实现全线“轨

通”，前后历时 1年多。

（雷妤许惠蓉）

广邀投资界精英共赴盛会
今年厦洽会于 9月8日至 11 日举行

“仰望嘉庚·再现南洋”作品联展在厦开展
本报讯 新加坡与中国渊源深远，4 月 20 日，由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新加坡艺术协会、厦门市思

明区文联、华侨博物院共同举办的“仰望嘉庚·再现南洋”写生交流展，在华侨博物院正式开展。

来自新加坡艺术协会和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近百幅作品，展览持续至 5月 9日，为厦门市民带

来一场文化盛宴。

这场联展在两地艺术家们看来，正是基于新加坡与厦门深厚历史渊源和“一带一路”伟大创举

大背景下的一次文化艺术之旅。

据悉，此次《仰望嘉庚 南洋

再现》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与新加

坡艺术协会作品联展，是“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正是

基于新加坡与厦门深厚历史渊

源和“一带一路”伟大创举大背

景下的一次文化艺术之旅。

来自新加坡和厦门的领导

嘉宾以及艺术家们出席了开幕

式。

开幕仪式上，新加坡艺术协

会分别向华侨博物院、厦门大学

以及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赠画。厦

门大学艺术学院同时向厦门华

侨博物院赠画。

其中两幅：新加坡艺术总会

会长何家良博士作品《云水谣》、

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赵振强作

品《鼓楼民居》，已在这次展览中

展出。

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赵振

强介绍，去年 6 月，应厦门大学

邀请，新加坡艺术协会一行二十

余人，到厦门举办“南洋再现”交

流画展，并到云水谣、厦门老街、

鼓浪屿等景点采风写生，收获甚

丰。去年 8 月，厦门大学艺术学

院的教师们也到新加坡举办“仰

望嘉庚”交流画展，参观厦大马

来西亚校区并写生，到马六甲等

地游览采风，亦得累累硕果。

这一次作品展，集合了两次

交流的成果，不仅是艺术品的交

流，更是观点和思考的碰撞，为

厦门市民奉献上一场精彩的文

化惠民盛宴。（康泽辉 黄丽彬）

将于今年年底试运营

华侨博物院新添展品

计划10月向公众开放

厦门市欧美同学会

举办青年创业沙龙

厦门出台招商引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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