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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福建省经济信

息中心正式发布 2019 年福建省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简称 FJDEI

指数)报告，全省数字经济规模

突破 1.7 万亿元，增速近 20%，

占全省 GDP 比重超过 40%，其

中，厦门市指数达 84.97，多项

指标位列全省第一梯队，尤其

是在传统设施基础和公众载体

基础、数字研发基础、电子商务

水平、数字产业化等维度，为全

省最优。

建设“数字福建”，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开启、大力

推动实施和持续关心支持的重

要战略。多年来，厦门市委、市

政府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数字

福建的战略思路的指引下，坚

决贯彻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

署，积极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

领的现代产业体系，加速优势

产业融合打造新经济发展高

地，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厦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形成了较

为坚实的数字产业基础，具备配

套齐全的园区载体和领跑全国

的数字化营商环境。

据悉，2019 年 FJDEI 指数评

价指标体系由 5 个一级指标、16

个二级指标和 48 个三级指标组

成，从数字发展基础、数字技术创

新、数字社会应用、数字治理水平

和数字产业发展五个方面，评估

九市一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为

福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

考。

在数字发展基础方面，厦门

优势明显，位列第一梯队，尤其是

在传统设施基础和公众载体基础

方面表现突出，均为全省最优；在

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福州、厦门和

泉州位列第一梯队，厦门市在数

字研发基础上全省第一；在数字

社会应用方面，厦门、福州和莆田

位列第一梯队，其中厦门市的电

子商务水平远超其他城市，在数

字消费和数字民生应用上居于

全省前列；在数字治理水平方

面，厦门、福州和泉州位列第一

梯队，其中厦门市在数字技术市

场和数字政务上全省领先优势

明显；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福

州、泉州与厦门位列第一梯队，厦

门市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全省第

一，泉州市第二。 （沈彦彦）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6 月 16

日、19 日，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张毅恭走访调研市民宗局、市

佛教协会和本市部分宗教活动场

所。

张毅恭一行先后走访南普陀

寺、鸿山寺、仙岳山土地公庙、同安

梵天寺、翔安马巷池王宫、翔安马巷

基督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并在市

民宗局、市佛教协会开展座谈，听取

工作汇报并提出指导意见。

张毅恭现场察看了南普陀寺入

口处体温检测、刷码过闸机、公共区

域消毒、防护物资储备等情况，现场

指导鸿山寺、仙岳山土地公庙等宗

教活动场所加强疫情防控，并对各

宗教活动场所为恢复有序开放做的

充分准备工作表示肯定。张毅恭强

调，要把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严格落实到位，确保场所恢复开放

安全有序。

张毅恭指出，要按照市委、

市政府统一部署，立足本职、着眼

全局、开拓进取，将相关政策落实

到位，进一步做好宗教活动场所疫

情防控工作，从细节处落实责任，

不断提升工作水平。要围绕全市

发展大局，团结和引导民族宗教

界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

办主任何秀珍，副部长陈宏，市民宗

局局长苏清臻等陪同调研。

本报讯今年，中欧班列

(厦门)实现逆势增长！记者 6

月 13 日了解到，今年 1 月至

5 月，中欧班列(厦门)中欧线、

中亚线同比增长 117%。

记者了解到，自 2015 年

开通以来，中欧班列(厦门)围

绕“国家物流新通道”定位稳

步发展，目前，班列辐射圈已

从厦门至欧洲，逐步扩大到由

日本、韩国、越南、印尼、马来

西亚、印度和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经厦门再到欧亚大陆。

海投集团下属厦门国际

班列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陈鹭

超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在海

运、空运受限的情况下，中欧

班列(厦门)曾在一周内就开

出了 9趟班列至欧洲及中亚，

实现逆势增长。去年 1月至 5

月，班列开行 39 列，而今年 1

月至 5月，则开行了 85 列，同

比增长了 117%。

据介绍，中欧班列实施分

段运输，不涉及人员检疫。特

别是市自贸委、市交通局、海

沧区政府全力支持，厦门海

关、海沧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模

式，使用远程设备监控现场作

业情况，实现即到即检、高效

验放，为中欧班列(厦门)的运

行搭建绿色通道。南昌铁路局

和厦门海沧铁路确保中欧班

列的货物优先进场、优先装

车、优先发车。各级部门紧密

衔接与配合，为中欧班列(厦

门)在防疫期间稳定持续运营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运

输价格并没有因疫情而上调，

维持了原来的价格，且时效稳

定，没有出现取消的情况。

（李晓辉刘玮璐）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出台《厦门市推动

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致力于提高消费便利性，促进消费。

《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底，厦门将力争实

现每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数量250 个左右，

24小时品牌连锁便利店占比进一步提高。

此前，商务部关于统筹推进商务系统消

费促进重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完善便

民消费网络。优化便利店网点、菜市场布局，

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充分发挥经营灵

活、贴近社区居民的优势，打造“一刻钟便民

生活服务圈”。

“发展品牌连锁便利店是落实消费升级行

动计划，推动实体零售转型的重要抓手。”厦门

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王忠和表示。

其中，《方案》鼓励把品牌连锁店纳入城

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科学引导商

业网点规划布局，将商业网点规划纳入“多规

合一”平台，严格落实新建社区商业和综合服

务设施面积占社区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得低

于 10%的政策，保障基本的便民商业服务设

施配置，并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利用直

营或加盟的方式改造提升老旧小商店、杂货

店、小卖部等分散经营的便利门店，以优化便

利店网点布局。

除简化、优化便利店办理和审批程序外，

《方案》还包括增强商品供给能力、推动绿色

流通、推动便利店智能化发展、加强供应链能

力建设等内容。

据悉，从 2020 年起，厦门将争取利用 3

年左右时间，培育一批跨区域发展的品牌连

锁便利店企业，打造一批高品质的品牌连锁

便利门店。 （黄咏绸）

2019 福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发布

海沧隧道海底段仅剩 56 米
预计 8月底贯通

本报讯目前，厦门第二西通道海沧隧道施工现场

依旧是一片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打钻开挖，确保风化

深槽剩下的 56 米在 8月底贯通。届时，海沧隧道海底段

将实现全面贯通，为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海沧隧道于 2016 年 3 月动工，全长 7.1 公里，其中

隧道长 6.3 公里(海底隧道长 2.8 公里)。如今，海底隧道

两座主洞净宽达 13.75 米，可形成双向 6车道，中间还有

一个服务通道。除了主洞风化深槽正在钻孔开挖，相关

配套工程也正在同步施工。

先固化再爆破开挖避免倒灌确保安全

风化深槽长度达 160

米，是海沧隧道施工面临

的最大难关。风化深槽是

夹杂着海水和泥沙的破

碎岩层，开挖难度极大，

被称为海底隧道施工的

“拦路虎”。如果贸然开

挖，可能造成海水倒灌进

隧道，对工程造成巨大影

响，因此，必须提前摸清

地质状况，制定周全的施

工方案。

中铁隧道局集团厦门

第二西通道项目 A1 标工

程技术部部长苏付瑞介

绍，海底风化深槽施工采

用全断面帷幕注浆，即先

向开挖面注射快干水泥

浆，全断面开了 244 个孔，

然后往里面注射水泥浆，

等待土层固化得像石头一

样坚硬、完全阻绝海水之

后再爆破开挖。虽然进度

较慢，但安全系数很高。

采用多项技术手段全方位预判前方地质

为加快施工进度，项目

部采用多项超前地质预报

全方位探明前方地质情况，

包括 TSP 超前探测系统、

地质雷达、红外探水、加深

炮孔和成像探孔，这些手段

“长短结合，相互印证”，能

对前方地质进行全方位的

预判，手段多且先进，确保

风化深槽施工安全。

厦门路桥集团第二西

通道项目 A1 标现场经理

杨泽夷介绍，按照目前施

工进度，风化深槽将在 8

月底贯通，届时海沧隧道

海底段即可实现全面贯

通。目前，隧道“二衬”(墙

壁混凝土浇筑) 在同步进

行，已贯通部分预计 7 月

底完工。路面、机电及绿化

等附属工程也在“见缝插

针”施工，同步推进，确保

整个项目顺利推进，早日

建成通车。

海沧隧道是连接海沧区和厦门本岛的一条通

道，起点位于海沧马青路与海沧大道交叉口，终点位

于本岛火炬北路。主线设双向六车道，设计行车速度

80 公里 / 小时。该项目对缓解厦门岛西部交通进出

压力、推动跨岛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还将与第二东

通道(翔安大桥)相连，形成纵横岛内的第二条东西向

交通动脉，加快推进闽西南经济协作区发展。

（王绍亮）

项目名片

张毅恭调研市民宗局和宗教活动场所

厦门出台 14 条政策
助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厦门中欧班列逆势增长
开行列数同比增长 117%

班列的辐射圈不断扩大。

厦门首家“海归驿站”揭牌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林荣川：
厦门工模具PVD智能制造技术

的领军人物

爱国爱乡，增进中日民间交流

记旅日爱国侨领林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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