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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银锑）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海外闽

籍侨胞的处境牵动着家乡人民的

心。4 月 13 日，“爱心厦门”捐赠菲

律宾侨社口罩仪式在厦门团结大

厦举行。捐赠仪式由厦门市归国

华侨联合会主办、福建省闽南文

化发展基金会协办，南普陀寺慈

善会为捐赠单位。厦门市委副书

记陈秋雄、市侨联主席潘少銮、南

普陀寺慈善会会长则悟大和尚、

福建省闽南文化发展基金会副会

长叶梓以及菲律宾各受赠侨社代

表等出席此次捐赠仪式。

当前，菲律宾正面临着严峻

的疫情形势。厦门市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等都非常关注菲律宾侨胞的健

康状况。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会和福建省

闽南文化发展基金会，在不到一

周时间内紧急筹措了 81 万个防

护口罩，分别捐赠菲律宾福建总

商会、菲律宾中信慈善基金会、菲

律宾厦门联谊会、菲律宾漳厦龙

同海总会（商会）、菲律宾菲华联

谊总会、菲中互助合作交流协会

等 9 个菲律宾侨社及有关机构，

帮助社团乡亲防控疫情。

则悟大和尚在捐赠仪式上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菲律

宾各界积极驰援我们抗击疫情，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们

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菲律

宾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潘少銮表示，厦门是众多旅

菲华侨华人祖籍地，希望本次捐

赠能成为旅菲乡亲抗击疫情的及

时雨，帮助他们做好防护，增强信

心。

一箱箱印着“一衣带水中菲

情，四海同盼春来到，千里不辞行

路远，青山一道共风雨”中英文祝

福语的口罩表达了对菲律宾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支持。据悉，本批

81 万个防护口罩共 450 个标准

箱，于 14 日启运，预计 5 日后运

抵马尼拉。

本报讯 厦门市委市政

府把今年确定为“招商引资

与项目建设攻坚年”，并作出

全面部署安排。记者 4 月 15

日从市商务局获悉，当前我

市在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同时，积极探索运

用新渠道新形式新手段，抓

紧抓实招商引资工作，顺利

实现利用外资开门红。

数据显示，1-3月，全市

新设外资企业222家，合同外

资 67.5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21.9%；实际使用外资 59.67

亿元，增长30.1%，占全省总量

53.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

势良好。1-3月，高技术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 11.48 亿元，

增长 9.9%，占制造业比重

4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 10.50 亿元，增长

11.7%。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

用 外资 5.20 亿元 ， 增 长

18.9%，主要投资于信息服务

业。重点项目到资增长明显。

1-3月，我市新增千万美元以

上合同外资项目 22个，合同

外资金额 8.55 亿美元，占全

市合同外资比重的87.9%。新

增千万美元以上实际使用外

资项目15个，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8.23 亿美元，占全市实

际使用外资比重的94.8%。

（崔昊）

本报讯 4 月 11 日，随着最后

一孔收口梁混凝土浇筑完成，全

长 1.36 公里的厦门地铁 4 号线蔡

厝站至大嶝北站高架桥梁区间全

部贯通，这意味着 4 号线的这一

重点节点工程取得新突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在央视一套和央视

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战疫情特

别报道》中，对这一贯通现场进行

了长达 5 分钟的现场直播。

11 日上午，翔安大嶝海峡，天

晴无雨，海风轻拂，正是施工的好

时机。在地铁 4 号线蔡厝站至大

嶝北站区间跨越大嶝海峡高架桥

上，工人们正在浇筑箱梁混凝土，

南侧海上施工钢栈桥上，大型混

凝土输送泵车伸出长臂，混凝土

搅拌运输车来回运送混凝土。据

介绍，跨大嶝海峡高架桥最后一

孔收口梁全长约 35 米，工人们从

上午 10 点左右开始浇筑混凝土，

需连续浇筑约 8 个小时。收口梁

浇筑完成后，全长 1.36 公里的蔡

厝站至大嶝北站高架桥梁区间也

随之全部贯通。

事实上，从 2017 年 10 月开

工以来，地铁 4 号线跨大嶝海峡

的高架桥就遇到诸多的难点。该

工程因地处海域，施工环境较为

复杂，对工程结构耐久性、混凝土

等级、混凝土抗渗防腐质量要求

较高，同时存在海洋环境保护高

标准要求。面对施工难点，在市轨

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的领导指挥

下，厦门轨道集团会同各施工单

位全面开展技术攻关，强化安全

质量管控，着力攻克难关、解决瓶

颈，通过搭建临时钢栈桥钢平台、

采用泥浆分离器处理桩基泥浆、

创建装配式安全防护平台、应用

无轨式三角挂篮等多项举措，攻

克海上主桥施工难点，既保证了

施工安全、进度和质量，又避免对

海域环境造成污染。

据介绍，当前，厦门地铁 3 号

线、4 号线、6 号线等多条线路同

时在建、多点开花。厦门轨道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和市轨道交通建设

指挥部的部署要求，在确保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抢回受

疫情影响的进度，力争实现今年

上半年完成固投任务过半、全年

工程建设各项节点不变，全年固

定资产投资不变的目标任务。

项目名片

厦门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为

岛外环湾快线，设计时速 120 千

米 / 小时，起于后溪，途经集美

区、同安区、翔安区，止于翔安新

机场，线路全长 44.78 公里，共设

车站 12 座。计划与翔安新机场同

步建成，建成后将连接厦门北站

和翔安机场两大交通枢纽，运行

时长少于 30 分钟，形成快速互联

互通，支撑环湾发展。

（吴海奎朱俊博）

本报讯福建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4 月 10 日晚间通

报，为做好稳外资工作，经筛

选推出 248 项 2020 年度福

建省级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

达5978亿元(人民币，下同)。

从具体招商项目可见，

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装

备等三大主导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依旧是福建招商引

资的突破点。其中，三大主导

产业项目 41 项，总投资 996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69 项，总投资 2712 亿元。

目前，福建正努力把疫

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

低。今年 2 月 19 日，福建出

台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26

条政策，着力降低疫情对外

资的影响；4 月初，福建再推

出“加强版”措施 28 条，全面

落实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有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说，推出 2020

年度福建省级重点招商项

目，将为外企外资投资福建

创造良好机遇，促进福建省

外资基本盘稳定，也推动全

省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该负责人说，这批招商项

目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资

源优势，预期投资收益较好；

是从三大主导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

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海

洋高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重点领域筛选推出。（龙敏）

本报讯 受国内外疫情

和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境

外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扩散

蔓延等影响，厦门市部分外

贸企业订单受影响、物流受

阻。为聚合各部门力量，共

同解决外贸企业面临的难

题，日前，厦门市税务局、市

商务局、厦门海关、人行厦

门支行等四部门联合出口

信保发展银行、进出口银

行、国家开发银行，举办了

一场“护航外贸 助力发展”

座谈会。

座谈会上，厦门市 20 多

家出口龙头企业代表畅所

欲言，各部门则问需求、讲

政策、解难题，为外贸企业

“问诊”解难。“这场座谈会，

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机制优

势，为厦门外贸行业搭建沟

通、交流、协作的平台。”厦

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林珍雅

表示。当前，外贸形势依然

严峻，希望能够通过政府多

部门的合力，在稳住外贸基

本盘的前提下，给企业帮扶

一把、引导一把，加速企业

转型升级，在危机中寻找转

机。据了解，为促进外贸行

业发展，厦门市各部门近期

均出台了实打实的帮扶举

措。厦门市税务局一级巡视

员陈海燕告诉记者，下一

步，税务部门将聚合力量，

落实落细扶持外贸企业多

项服务举措。

（陈泥肖雨江肖玮李骏毅）

厦门一季度利用外资开门红
全市新设外资企业 222 家

福建引外资推出 248 项招商项目
总投资达 5978 亿元

厦门四部门护航外贸
为企业“问诊”解难

厦门地铁 4号线跨大嶝海峡高架桥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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