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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
初见成效

第三季度全市共有 123 个投资规模 2000 万元以上项目开工
本报 讯 8 月 19 日，第
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厦门市有 20 个项目
列入其中。福建省委常委、
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市委
副书记陈秋雄在厦门参加
开工有关活动。
本次项目集中开工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进一步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
会部署，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超越的具体举措。
厦门集中开工的 20 个
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 615
亿元，其中产业重大项目 6
个，基础设施重大项目 8
个，社会民生重大项目 6
个。这些项目开工，将进一
步促进厦门产业转型升级，
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
厦门破
本报讯8 月 18 日，
产法庭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
挂牌成立。福建省委常委、
厦
门市委书记胡昌升，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吴偕林为法庭揭牌。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
职委员刘贵祥通过视频对厦
门破产法庭成立表示祝贺。
厦门破产法庭由最高人
民法院批复成立，其案件管
辖范围包括:厦门市辖区内所
有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
破产案件；前述强制清算和
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
跨境破产案件；其他依法应
当由其审理的案件。专业人
士认为，厦门破产法庭的成
立，将进一步发挥破产审判
拯救市场危困主体、实现市
场主体优胜劣汰、整合利用

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效果图。

设，提升教育、住房保障等
民生品质，优化城市生态环
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厦门集中开工现场为厦
门东部体育会展新城，首批
项目共 17 个、
总投资 475 亿
元，
年度计划投资 126 亿元。
主要项目有可举办洲际运动
会的厦门奥林匹克体育 中

心，包含“一场两馆”
，其中 6
万人的主体育场可实现专业
足球场与综合运动场自由转
换，
2023 年亚洲杯足球赛将
在此举办。有展厅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的新会展中心，总
建筑面积达 188 万平方米的
体育会展企业总部运营服务
中心，以及 4 家五星级酒店
和相关市政基础设施、生活

服务设施。这些项目投用后，
可举办一系列国 际 国内 高
水平赛事及大型会议展览，
成为国家级体育 大 数据 和
运营服务中心、国际性商务
贸易和企业信息 云 服务 中
心。将引进一批国内外有影
响的体育、文化、会展龙头
企业，为厦门实施跨岛发展
战略、推动岛内外一体化，
打造旅游体育会展千亿产业
提供重要支撑。
据统计，
包含省级重大项
目在内，第三季度厦门共有
123 个投资规模 2000 万元以
上的项目开工，
总投资达 1102
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基础设
施、
社会民生等领域。
市领导黄强、黄文辉、
孟芊、 黄晓舟参 加 开工 活
动。
（蓝碧霞）

本报讯 对于在厦门的外国
人才来说，今后工作、
居留许可的
办理流程简化成为
“一件事”
。日
前，位于软件园一期的外国人才
服务站(移民事务服务站)正式启
用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一件
事”
联办窗口，
并迎来首批办理业
务的外国高端人才。
外国人工作、
居留许可“一件
事”
联办窗口由市科技局联合市公
安局、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共同设
立，
通过部门协作、
窗口整合、
流程
再造，将原来需要分别到科技、
公
安部门办理的两个许可事项合并
成
“同一件事”
，
将服务窗口前移到
产业园区内，
这在福建省属首创。

工作、
居留手续一站式办理
“这样的一站式服务，
让我这
个离开故乡半个多世纪的游子有

管辖，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
建设，提升破产审判能力水
平，为破产法庭成立打下坚
实基础。破产法庭成立后，
在进一步创新破产审判 方
式和体制机制、规范破产审
判管理等方面被寄予厚望。
厦门破产法庭是福建省
第一家破产法庭。吴偕林在
出席活动时要求，厦门破产
法庭要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
依法处置
“僵尸企业”
，
积
极挽留有价值的危困企业，
助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要立足
“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定位要
求，
树立国际视野，
强化战略

眼光，
坚持创新引领，
紧密联
系厦门破产审判工作实际，
打造一流破产审判新高地。
借破产法庭成立之机，
市
中级人民法院举办了破产法
庭建设与营商环境提升研讨
会，
专家、
学者与法律人士就
破产法庭建设对城市营商环
境提升的意义与作用展开研
讨。厦门大学法学院与厦门破
产法庭签订协议，将共同建设
厦门国际破产法研究中心。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委
编办有关领导，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伟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
成全等出席活动。（蓝碧霞）

在福建全省属首创
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真棒！”曾担
任美国水文气象设计研究中心首
席水文统计学家的林炳章教授是
第一个在“一件事”
窗口办理业务
的外籍专家。他告诉记者，厦门政
府部门政务办理的高效、规范和
亲切让他印象深刻:“手续简化、
效率极大地提高，当场就拿到了
工作许可证，这让我更有信心回
到厦门贡献毕生所学。”林炳章打
算把多年来研发的理论和系统在
厦做强做大、创出品牌，培养一批
优秀青年人才。
一同来办理工作、居留许可
的，
还有厦门捷讯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外籍董事长吴海航。他既是汽
车传动系统制造专家，
也是海外留

学归国创业的领头人。
“今天切身
感受到了厦门政府部门热忱、
高效
又不失严谨的服务，
可以用
‘神速’
来形容！”
吴海航说，
这让他对厦门
的营商环境信心倍增，
坚定了他建
厂扩产、
扎根厦门的决心。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以往
流程，
外国人才和聘用单位需先向
市科技局申请工作许可，
再持工作
许可到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办理
居留许可，
整套手续办下来，
要跑
两个部门、
耗费一周左右的时间。
“一件事”联办窗口启用后，
外国高端人才可定期在同一窗口
同时申请工作许可(A 类)和居留
许可，市科技局和市公安局在后
台并联审查，符合条件的当场发

本报讯 记者 8 月 16 日从国网厦门供电公司了
解到，
目前，
厦门的充电设施建设整体呈现车桩相
随、
适度超前、
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
城市核心区
0.9 公里充电服务圈已基本形成。今年 1 月至 7 月，
全
市充电量达 1.6 亿度，
较去年同期增长14.29%。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加快
开展电网领域的“新基建”建设，包括电力北斗
应用、充电基础设施等一批项目在厦门加快落
地，
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初见成效。
在服务新能源汽车发展领域，厦门市充电
设施政府监管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该平台是福建首个充电设施政府监管
平台，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接入运营商 128 家、
充电站 516 座、充电枪 10272 根，占厦门市充电
枪总数的 99%，设施接入率、数据完整性等运营
指标居全国前列。
该平台已实现了对全市充电设施的实时运
营分析，为新能源汽车投放、充电站布局规划提
供参考依据，有力支撑政府开展科学高效的行
业监管。根据平台提供的充电热力图，
电网公司
可以超前建设电网基础配套，为充电设施运营
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电能。
（吴笛）

福厦高铁跨新 324 国道
连续梁合龙

厦门破产法庭挂牌成立
市场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有
效防范化解风险，更好服务
“六稳”
“六保”
任务，
助力厦门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
加快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办理破产是城市营商
环境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近年来，厦门市坚持把构建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作为推进高质 量发
展、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厦门法院主动融入大
局、积极作为，在全国率先
开展破产审判方式改 革试
点，较早实行破产案件集中

核心区 0.9 公里充电服务圈形成

本报讯 近日，由中铁四局五公司承建的西
溪特大桥跨新 324 国道连续梁经过连续 4 个多
小时的浇筑作业，顺利完成合龙，为实现架梁通
道畅通创造了条件。
据了解，中铁四局福厦高铁 8 标一分部承
担着全线最长桥梁西溪特大桥 13.651 千米的施
工任务，需进行 11 处跨既有道路连续梁施工，
其中，西溪特大桥跨杭深铁路转体连续梁为在
建高铁同类型转体梁重量与跨径之最，本次合
龙的连续梁上跨新 324 国道，跨径 100 米，主桥
采用悬臂法施工。
福厦高铁是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工程，
全
长 277.42 公里。西溪特大桥是福厦高铁全线最长
的桥梁，
全长 24.68 公里。目前，
项目承建的西溪特
大桥桩基完成 3757 根，
承台完成 355 个，
墩身完成
324 个，
悬臂连续梁节块完成 173 节，
各项工作正在
快速推进。
（柯小娇胡忠平刘丹丽）

放工作许可证，在 2 个工作日后
寄出居留许可证，
真正实现了“减
环节、
减时间、减跑动”
，为外国高
端人才办理来厦工作居留手续提
供了更大的便利。

施，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吸引更多优秀
外国人才参与到厦门的‘两高两
化’建设中来。”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由
市科技局、市公安局、火炬高新
区管委会共同建立的市外国 人
创新内容方式服务外国人才
“依托外国人才服务站(移民 才服务站(移民事务服务站)，不
事务服务站)设立工作、居留许可 断创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 内
‘一件事’联办窗口，是我们多部 容，通过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
门联动，优化外国人才服务的一 务、温馨周到的生活服务和组织
项新举措，
也是推行行政审批‘一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正逐步发
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的一次 展成为海外人才沟通交流、技术
尝试。”市科技局人才处(市外国 合作、资源共享的驿站和宣传厦
专家局)处长骆磊介绍，下一步， 门本土文化和产业、招商、人才
市科技局、市公安局还将依托信 政策的窗口。
息化手段推出网上预约等更加精
近年来，厦门因良好的引才
准的服务，并探索在出入境管理 引智环境，
已先后六次入选“外籍
大厅设立“一件事”常设窗口。
“我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和潜力的中
们希望不断推出更多的便利化措 国城市”
。
（吴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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