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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0 下午，福建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总指挥长

胡昌升主持召开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会议，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3 月 27 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研判

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研究

部署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和内防反

弹工作。市长、总指挥长庄稼汉出

席。

会议指出，近期，针对境外

疫情输入风险加大等情况，厦

门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

整合优化入境管控全流程工

作，利用大数据手段提前预警

布防，加强定点酒店准备和涉

疫场所管理，落实医学观察要

求，做好湖北来厦人员健康管

理，加强清明祭扫期间疫情防

控，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当前，

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增大，

境内人员流动加速，非法入境

问题复杂，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风险，外防输入和内防反弹的

第二场战役形势更加严峻，任

务更加艰巨。特别是 4 月 7 日高

三年级开始复学复课，其他年

级也将视情况逐步复课，疫情

防控难度加大，各级各有关部

门防控措施必须落细落实、抓

紧抓严、严防死守。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决策和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和松劲心

态，慎终如始抓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各项工作。要加强联防联控

和跨地区协同配合，完善数据共

享、信息通报和入境人员核查机

制，确保航空和水路、陆路等所有

通道入境防控工作全覆盖，精准

有力把疫情输入风险降到最低，

把复工复产、达产满产做到最大。

要加强全链条无缝隙闭环管理，

不断查缺补漏，严格落实医学观

察措施，扩大核酸检测覆盖面，切

实做好工作人员个人防护，减少

接送转运等各环节的关联感染风

险。要注意做好隔离人员的情绪

疏导，在严格防控的基础上兼顾

柔性管理和人文关怀，做到管控

更有力度、服务更有温度。要坚持

和完善常态化的社区防控措施，

发挥社区群防群控优势，发挥基

层治理平台作用，加强群众监督，

严格入厦人员健康管理，确保不

漏一人。要强化非法入境人员流

入管控，切实加强沿海、口岸、陆

上查控力度，加强各交通站点到

站人员检查，打防并举、增强震

慑，依法严厉打击极少数偷私渡

等违法行为，坚决堵塞任何漏洞。

市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相关

工作组组长、成员单位负责人出

席会议。 （蓝碧霞）

本报讯（记者 林希）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海外侨胞和

港澳乡亲的处境牵动着家乡人民的

心。厦门市委、市政府非常关心和重

视，要求市委统战部牵头，市侨办、

侨联一起，一方面积极引导他们掌

握防控疫情的常识，鼓励他们居家

抗疫，避免因出门带来交叉风险，另

一方面紧急筹措了首批 20 万个防

护口罩，分送给 9个国家和地区的

26 个海外联系侨团，帮助社团乡亲

防控疫情。新加坡同安会馆、马来西

亚厦门商会等侨团已经收到了物

资，连称“及时雨”。

民建厦门市委会捐赠的 11 万

个防护口罩也已到位，正与海外侨

团对接寄送事宜。厦门市侨办有关

负责人表示，首批接受驰援物资的

海外侨团对象，主要考虑侨胞聚集

地、疫情较严重、前期大力支持国内

抗击疫情等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乡亲

为家乡抗击疫情做出的贡献我们铭

记在心。“虽然现在中国的医疗物资

还处于紧平衡状态，但我们一定会

为海外乡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除了捐赠医疗物资外，引导海

外乡亲了解防控知识、减少外出避

免感染等暖心措施也同步进行。同

时还鼓励各区和民间积极向海外乡

亲提供援助。截至 4月 1日，市区两

级侨办、侨联、海外联谊会共计组织

捐赠了口罩 39.11 万个，医用防护

服 200 件、医用手套 2万只。共涉及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57 个社团。

海外侨胞在收到厦门市侨办、

侨联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发

去的慰问后，表示感谢，同时对厦门

市政府“外防输入”等措施表示理解

和配合。“i厦门”微信公众号推出

“云上嘉庚—陈嘉庚纪念馆”平台，

海外侨胞、嘉庚学子可线上缅怀、追

思嘉庚先生。新加坡同安会馆的

1500 多户会员，今年清明都没有回

乡祭扫。祭祀先人在心不在形，别样

清明一样情。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海外侨胞

和港澳乡亲们，家乡厦门为你加油！

本报讯 眼下，省重

点项目福厦高铁正争分

夺秒加速建设中。其中，

厦门段岩内隧道置换工

程掀起主体施工热潮，力

争年底完成；漳州行山隧

道 3 月 29 日凌晨贯通，

进度喜人，为福厦高铁

2022 年顺利通车提供先

决条件。

近日，在控制性工程

岩内隧道置换工程的施

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

绑扎钢筋、拼装隧道模

板，为本周同步开启的混

凝土浇筑作业“预热”。

“简单来说，就是拆

除旧的岩内隧道，重新

‘搭骨架’塑型，在原址上

新建壁厚超过 1 米的岩

内隧道，让它足够结实、

耐用。”中铁四局福厦高

铁 8 标现场负责人张兆

武告诉记者，这些绑扎起

来的钢筋相当于隧道“骨

架”，用竹胶板拼装的模

板则负责为隧道“塑型”。

福厦高铁全长 277.42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全线设福州南、福清西、莆

田、泉港、泉州南、厦门北、

漳州7个车站。建成后，可

对接合福高铁，在合肥与

京沪高铁衔接，直达北京，

福州、厦门、泉州、莆田、漳

州、南平等6市可实现“高

铁进京”。

（汤海波林森泉陈小华）

本报讯 4 月 1 日，厦

门市科技局发布统计数

据显示，我市双创载体在

科学防疫的同时，有序复

工复产。截至 3月 24 日，

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等双创载体平均

复工率已达 91.2%。

其中，全市科技企

业孵化器复工率 93.3%;

在孵企业累计复工 1147

家，复工率为 89%;在孵

企业累计复工人数 1.59

万人，复工率为 88.3%。

众 创 空 间 复 工 率 为

90.6%; 在孵企业和创业

团队累计复工 2754 家，

复工率为 61.5%;在孵企

业和创业团队累计复工

人数 1.66 万人，复工率

为 62.8%。

此前，市科技局出台

了《关于全力支持科技企

业抗疫情稳发展若干措

施》，推出了提前拨付研

发费用补助资金、鼓励创

新创业载体减免租金等

18 条措施，支持科技企

业、双创载体渡难关、稳

发展，持续保持创新创业

活力。截至 3 月底，市科

技局累计提前向 4000 多

家次科技企业拨付各类

奖补资金近 8 亿元，有效

减轻创新发展压力。

（王东城）

本报讯受疫情影响，一

年一度的社会各界集中祭

扫陈嘉庚陵墓活动采用一

种特别的缅怀方式———3月

30 日，“云上嘉庚 - 陈嘉庚

纪念馆”平台在“i 厦门”微

信公众号上线，让广大市民

朋友、海外侨胞、嘉庚学子

“远程扫墓”，在线缅怀、追

思嘉庚先生。

每年清明，集美鳌园都

会迎来大批市民、嘉庚后

裔、海内外嘉庚学子前来祭

扫。为避免人员聚集，在市

委统战部、集美区委统战部

指导下，集美校委会、集美

街道党工委等合力，依托“i

厦门”微信公众号推出了

“云上嘉庚 - 陈嘉庚纪念

馆”平台。大家可以关注“i

厦门”微信公众号，进入“厦

门云祭园”，在首页点击“集

美鳌园”；也可以关注“i 嘉

庚”微信公众号，进入“集美

鳌园”，线上参与嘉庚先生

的祭祀活动。

同时，该平台也推出了“线

下祭扫”服务，市民可在线委托

嘉庚邮局订购鲜花，送至集美

鳌园，或者自行订购鲜花邮寄

至嘉庚邮局，由邮局代收并敬

献至陈嘉庚先生墓前。

“‘云上嘉庚-陈嘉庚纪

念馆’平台不仅有云祭扫功能，

还展示了陈嘉庚传记、名人对

嘉庚先生的纪念文章等，让大

家进一步了解嘉庚精神。”

集美校委会办公室主任陈群

言介绍，未来平台将不断充实

内容，比如增加嘉庚文物小故

事、鳌园活动通知等，大力弘扬

嘉庚精神。 （林桂桢）

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福厦高铁争分夺秒加速建设
厦门段岩内隧道置换工程

掀起主体施工热潮

提前拨付奖补资金近 8亿
双创企业复工率超九成

嘉庚先生祭祀活动
可线上参与

“云上嘉庚 -陈嘉庚纪念馆”平台上线

“云上嘉庚 陈嘉庚纪念馆”首页。（手机截图）

鳌园等景区开通“云祭扫”

痛惜！

菲律宾侨领施文界

因新冠肺炎病逝

福建高校台湾教师：

相约“云端”盼“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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