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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3 日，厦

门市召开加快建设高颜值

厦门大会，动员全市上下牢

记嘱托、接续奋斗，以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为新起

点，奋力开启加快建设高颜

值厦门的新征程。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胡昌升出席并讲话。

市长庄稼汉主持。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家东，市政协主

席魏克良出席。

胡昌升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对厦门“高颜值的生态

花园之城”的高度评价，成

为新时代厦门的“烫金”名

片，对我们既是巨大鼓舞、

更是极大鞭策。总书记关于

厦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

建设的一系列创新理念、探

索实践与重要指示，为高颜

值厦门建设提供了根本遵

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

必须牢记嘱托、开拓进取，

以建设高颜值厦门的更大

成效，践行“两个维护”，展

现厦门作为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重要孕育地、实践地

的应有担当。

厦门市委、市政府研

究制定了《加快建设高颜

值厦门行动方案（2020—

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生态环境质量和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继续

保持全国领先，功能品质

显著提升，人居环境持续

优化，城市治理更加和谐

有序，把厦门建设成为更

富现代化国际化魅力、更

具闽南文化特色、更有大

爱情怀的高颜值生态花

园之城。

《行动方案》围绕提升

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打造城市

宜居环境、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始终坚持绿色生态

发展、着力提升城市管理服

务六大方面，推出 18 项具

体的子行动方案，从城市综

合管理各个方面入手，科学

决策、系统规划、精细部署，

为厦门市加快推进高颜值

厦门建设描绘清晰的路线

图。 （蓝碧霞）

本报讯 据厦门市司法局消

息，中央依法治国办公示第一批

拟命名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地区和项目名单。在本次公示

的 40 个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县、区）中，厦门市从全国

1847 个申报县市中脱颖而出，

榜上有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法治政府建设。自 2019 年 7 月

起，中央依法治国办部署开展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

动，第一批主要面向市、县政

府，今后拟每两年开展一次，

梯次推进。

活动开展以来，共有 1847

个市、县政府自愿申报。经过省

级初审、第三方评估、人民群众

满意度测评、实地核查等环节，

确定了第一批拟命名的全国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

单，并进行公示。

另一方面，日前，由万博新

经济研究院等主办的 2020 中国

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报告发布会

上，发布了国内计划单列市营商

环境指数前 5 名的排名，和中国

重点城市群营商环境指数排名。

其中，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厦

门的营商环境位居第二，仅次于

深圳。

据主办方介绍，与去年的

排名评价报告相比，今年的排名

和评价报告有一个重要的改进

和特点，就是在以往客观统计数

据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对政策

环境和法治环境的主观评价指

标，从而促进地方政府改善营商

环境，帮助企业优化投资和经营

决策。 （江海苹）

本报讯 今年福建首个区域协作旅游推介活

动———“闽西南 e家人”旅游产品发布会及公众

销售会，6 月 20 日在厦门举办。

厦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五地市文旅局

部门组织 376家文旅企业通过线上云发布，展示

了 615款特色旅游产品，其中有 50 家企业还到

厦门开展现场展销，为闽西南区域文旅消费市

场注入活力。

当天，旅游产品发布会是一场尽展文旅融

合风采的云展播：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印象诗

歌融入“厦门人游厦门”旅游资源介绍；龙岩采

茶山歌搭配“红色古田”精品旅游线路推介；非

遗偶戏演出串接了“花样漳州”“海丝泉州”的文

化之旅……长达 2 小时的网络直播，吸引线上

6700 多万人次观看。

当晚开市的“闽西南 e家人”旅游产品公众

销售会，吸引闽西南五地优质酒店、景区、旅行

社、伴手礼商家等重点文旅企业现场展销，精选

316款特惠周末游产品，为厦门人提供家门口的

“闽西南旅游产品体验馆”。 （杨伏山）

厦门将实现

原生垃圾“零填埋”

本报讯 进入 6 月以来，随着气温持

续升高，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厦门的

日均城市生活垃圾量已经达到 5500 多

吨。这么多的城市垃圾，是如何通过分类

处理，实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

呢？

近日，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项

目建设即将完成，6月下旬将点火试烧垃圾，

计划 9月底达到满负荷运营要求。这意味着

厦门的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水平迈入新的阶

段———厦门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将达 5500 吨

/日，预计满负荷运转下能实现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

目前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已经具

备接收、处理垃圾的条件，并将通过试烧垃

圾初步检验各个设备，测试机组以及相关系

统的工作状况。其他工程建设相关工作也正

在安全、快速、有序地开展中，计划在 9 月底

配套设施全部完善，全面满负荷投产进入商

业运行状态。

在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普及以前，居民

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尚未经过处理的生活

垃圾（即“原生生活垃圾”）被直接填埋，占

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

污染了环境。经过分类处理后，不仅垃

圾中对环境不利的有害物质被分解、消

除，原本被视为无用之物的垃圾也可被

用于焚烧发电，成为一种资源被利用起

来。这样的转变，使厦门的垃圾处理离“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目标更进一步。

（柯笛）

厦门大桥
“四改六”拟下季度施工

本报讯 为了缓解大桥拥堵，满足厦门市

民出行，厦门大桥改造加固项目计划于今年

第三季度开始施工。目前该项目投标结果正

在公示，总计划工期 590天。

厦门大桥改造加固项目可以说是“四改

六”，即将现有的双向四车道改成双向六车

道。工程范围起于厦门大桥集美立交，终于

高崎引道与盐专线交点。

根据招投标内容，其主要施工内容

包括对主桥、引桥及部分匝道桥上部结

构进行“四改六”改造加固，并对检测发

现的桥梁病害进行同步处理；对主桥、引桥

桥面铺装进行全面更换，对主桥支座进行更

换，并对高崎引道路面进行铣刨更换；对跨

海主桥桥墩进行维修加固；对海堤路南段

(岛内侧)约 200 米路段进行拓宽改造，并

将约 770 米混凝土路面改造为沥青路

面。

据悉，厦门大桥改造加固项目不仅是

今年的重点工程，还是《加快建设高颜值厦

门行动方案(2020-2025)》中的重大交通项

目，将对加快推进“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

展”和建设高颜值厦门具有重要意义。

（雷妤）

厦门再次吹响冲锋号

厦门再创两项佳绩
上榜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

位居计划单列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第二

政协致公党界别委员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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