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施工再

动员会在 A2 标段施工现场举

行，4个标段今起全线施工。

作为部批项目和省市重点工

程，第二东通道项目已于 6月份

完成主体工程开标工作，计划于

2022 年建成。

项目建设规模大，施工技

术复杂。全桥采用多面棱体“隐

形战机”的设计理念，整个桥梁

设计简约、轻巧、美观。借鉴港

珠澳大桥设计方案，下部结构

采用工厂预制、拼装方案，上部

结构采用工厂预制拼装、大节

段吊装施工方案，实现下部与

上部结构的预制化、标准化、装

配化，保证桥梁施工质量，降低

风险，缩短工期。隧道采用地

下掩蔽工程，节省地面道路

空间，可增加地面绿化面积，相

比于高架桥方案，市容市貌更

为美观协调。

（王绍亮 苏富强）

本报讯 厦门软件园三期

已实现 5G 信号覆盖，园区企

业不仅率先体验 5G带来的便

利，更积极探索 5G创新应用，

拓展数字经济新空间。记者日

前从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

了解到，火炬高新区联合中国

移动福建公司厦门分公司、信

息集团共同在软件园三期建

设 5G 园区，依托厦门市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搭建的“软件

园 5G联合创新中心”，大力推

进 5G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和边缘计算的融

合创新。这也是福建省首个

5G园区。

借由 5G 的超大带宽，可

以流畅地观看 4K 高清视频，

连小企鹅皮肤的纹路，也能看

得一清二楚；在 AR试衣镜前

挥舞手臂，即可快速“换装”；

戴上 VR眼镜，站上大舞台高

歌一曲，或来场身临其境的游

戏……在软件园三期展厅，由

软件园企业造梦科技、根号叁

等研发的新奇好玩的 5G 应

用，使参观者对 5G技术“高带

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性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把 5G比作一条宽

阔的大马路，那么 5G 应用就

是在这条马路上跑的汽车，路

搭好了，需要各方携手努力，

让汽车在这条马路上跑起

来。”厦门移动有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今年“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厦门分会暨产业招商

推介会上，作为市委市政府加

快推进我市 5G产业孵化与技

术落地的重要抓手，厦门市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正式挂牌

成立，该实验室针对软件园内

5G 相关企业，搭建“软件园

5G 联合创新中心”，提供 5G

网络环境，为企业提供 5G 开

发研究的技术平台，降低企业

研发成本。记者了解到，高新

区企业美亚柏科、网宿科技、

科华恒盛、根号叁、造梦科技

等已加入 5G 联合创新中心，

开启 5G 新技术、新应用的研

发。

随着软件园三期进入“5G

时代”，园区也成为 5G应用的

绝佳测试场所。一大典型案例

是，由厦门公交集团、中国移

动、清华大学和信息集团联合

打造的 5G微循环网约公交就

在软件园三期做测试。“用户

点点手机发送乘车需求，数据

上传到后台后，系统会自动安

排公交车次，并为司机规划好

行车路线。”厦门公交集团的

陈景元介绍说，借助 5G技术，

这一复杂流程在短短数秒内

就能搞定。今后，5G微循环网

约公交也将在软件园三期运

行，为园区企业职工提供公交

定制服务。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5G 产业是火炬

高新区重点布局的前沿产业

之一。软件园三期先行先试打

造 5G 园区，有助于营造有利

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

加速 5G 创新应用研发，推动

5G 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同时，高新区也将发挥 5G 园

区优势，实施“大招商、招大

商”战略，吸引优质 5G 项目落

户高新区，努力建设数字经济

一线园区。（林露虹管轩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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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佳畅）7 月

19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陈俊泳带队前往思

明区委统战部开展调研，了解机

构改革后统战部侨务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和工作开展情况，并召

开调研座谈。思明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胡延洵等参与调研。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思

明区委统战部上半年工作总结、

下半年工作计划，重点了解了机

构改革后涉侨部门设置、人员配

备，涉侨审批事项规范办理以及

中山路侨批展厅等特色侨务项目

进展情况。

陈俊泳指出，思明区委统战

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统筹协

调职能，加强机制建设，下大力气

抓好重点侨团工作，集中精力做

好海外侨胞特别是“四有人士”的

联络联谊工作。

何秀珍强调，要进一步清晰

“大统战、大侨联”的概念，加强对

统战相关人员的侨务知识培训，

思考如何在资源整合的前提下合

理分工，围绕“为侨服务”这一中

心，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更好地

贯彻落实上级精神，服务特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

会后，调研组一行还前往龙

山桥社区，走访慰问身患重疾归

侨侨眷困难家庭。

本报讯 厦门加快推进项目

落地建设，实现市重点项目时间

任务“双过半”，交出亮眼期中成

绩单。记者从厦门市建设局、市

重点办获悉，1-6 月，全市 357 个

市重点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657.62

亿元，超 163.43 亿元，且超计划

完成开竣工任务、超计划完成征

收任务。

亮眼的成绩单得益于今年来

厦门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首先在制度创新上下

功夫，市建设局、市重点办会同各

相关部门牵头拟定《关于强化省

市重大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机制的

若干措施》等制度规章。同时，市

重点办坚持重点项目分级协调机

制，督促市属国企代建单位切实

履约履责，上半年共协调解决

136 个项目存在问题。

今年，厦门还实行重点项目

“红黑榜”制度，对任务完成情况

较好的单位和个人通报表扬，推

荐评优评先，对任务完成情况较

差的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记入

不良行为记录或建筑市场黑名

单。

今年上半年，一批产业项目

取得突破进展。厦门 139 个市重

点产业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

184.10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计划

149.95%。其中，厦钨新能源车用

动力锂离子正极材料产业化、大

博颖精医疗器械及医用材料 (二

期)等项目开工建设，嘉晟供应链

物流园、美日丰创光罩项目竣工

投用。

补齐民生短板的社会事业类

项目也捷报频传。上半年，两岸

金融中心金融人才租赁房、林边

公寓、新阳西中学、宋坂小学开工

建设，东方新城二期社会保障性

安居工程、湖边小学实现竣工，珩

琦公寓、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厦门

五缘实验学校正在收尾。

随着一批城乡基础设施项目

快速推进，厦门城市功能将更加

完善———海新路与翁角路立交工

程基本完工，第二东通道主体完

成施工招标工作并开工建设，轨

道交通 2 号线实现空载试运行

……这些项目将为人民群众带来

幸福感、获得感。

（袁舒琪）

本报讯 记者 7 月 15 日从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获悉，厦门市日前正式出台

高层次人才安居政策，其中最

引人关注的是，凡认定为杰出

人才，在厦门工作满 10 年且

贡献突出的，可以获得住房购

房补贴 1000 万元，或者可无

偿获赠所租不高于 200 平方

米的住房。

出台的具体人才认定办

法把高层次人才具体分为：A+

（杰出人才）、A（国家级领军人

才）、B（省级领军人才）、C（市

级领军人才），人才认定依据

为《厦门市高层次人才评价认

定标准》（2019 年版），该标准

将适时修改更新。

其中，A+类杰出人才层次

高、水平高，是一个地区取得跨

越式发展的优质人才资源，此

类人才来厦工作可按“一事一

议”提供不高于 200 平方米免

租 10年的人才住房，在厦工作

满 10 年、贡献突出的，经认定

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或领取

1000万元；若不选择人才住房，

也可直接申领 1000 万元购房

补贴，分10年发放。

A、B、C 类高层次人才可

获得相对应的住房购房补贴，

具体标准为每人 200 万元、

160 万元、130 万元，分 10 年

发放；租房补贴标准分别提高

为每人每月 10000 元、8000

元、6000 元，补贴周期最长 5

年，按月计算，每年统一发放

一次。 （陈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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