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近

日，厦门第二东通道施工全面推

进，A4 标段完成陆地侧首联箱梁

浇筑，A1 标段交通导改后，实现

全断面作业。占比超过该工程三

分之一的跨海段桥梁延续使用在

港珠澳大桥建设中创造的海上大

型墩台预制场施工方法，目前 35

座墩台已完成 7座。

据悉，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

西起枋钟路与金尚路交叉口，以

隧道方式下穿现有枋钟路，向东

以桥梁方式跨厦门东海域，终于

翔安大道，路线全长约 12.4 公里。

其中跨海段桥梁长约 4.5 公

里，对标港珠澳大桥，梁体采用钢

箱梁大节段吊装，墩台采用预制

混凝土墩台现场拼装工艺。整个

跨海段共有 35 座墩台需要预制

施工，根据墩台结构尺寸分节进

行预制，其中两节式 22 座，三节

式 13 座，共 83 件。墩台单件最高

26.1 米，最重 2620 吨。

墩台预制场占地面积 9.2 万

平方米，位于翔安隧道通风塔附

近，专用于海上桥梁墩台预制，包

括生产区和办公生活区。生产区

包括预制区、纵移区及储存区、环

氧钢筋加工区、半潜驳座底基础

及码头区、辅助区。每个区域相对

独立，也可以单独施工。

墩台预制采用多项创新工

艺，以提升预制构件密封性能、防

腐蚀性能和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质

量。施工过程中，福建省交通质安

中心与厦门交通执法支队质安大

队多次对厦门第二东通道 A3 标

墩台预制场进行检查，督促参建

单位注重施工细节。

随着6月28日首件装配式预制

墩台顺利完成浇注，截至目前，第二

东通道海上墩台预制施工项目已

完成 7 座预制墩台，计划在11月

启动海上墩台吊装。（林施赟林灏）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近日，福建

省工商业联合会确认一批场馆为全省民

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厦门陈

嘉庚纪念馆名列其中。这是继 2018 年市

工商联在陈嘉庚纪念馆设立全市首个非

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基地后，

陈嘉庚纪念馆在助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方面收获的又一重要肯定。

据了解，设立全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

信念教育基地的目的是利用基地特有资

源，为全省各级工商联和所属商会、民营

企业及民营经济人士开展信念教育提供

平台。

陈嘉庚是近现代华人商界享有极高

声誉的工商巨子，其精神品质对于新时

代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好地弘扬企

业家精神、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很好借

鉴作用。陈嘉庚纪念馆将以此次基地设

立为契机，进一步深入挖掘嘉庚精神核

心内涵，不断丰富主题元素、创新形式载

体、探索合作路径，通过展览、宣传、教学

等形式，为全省民营经济人士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提供良好平台，引导民营经济

人士依法诚信、创业创新、致富思源、富

而思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

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林桂桢陈群言）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社长 /总编：林希 责编：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78号华建大厦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256号 -260号 3号厂房）印刷经营许可证号：闽（2020）印证字354400017号 定价：99元 /年

总第 期
2020年第 38期

2020年 10月 2日 本期 8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CN-35（Q）第 000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厦广 2010003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9

月 26 日至 27 日，全国政协副主

席何厚铧率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

政协委员考察团来厦，就“深化闽

澳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课题开展考察。省、市领导胡

昌升、郭宁宁、杜源生、魏克良、黄

燕添、江曙霞等陪同考察、座谈。

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厦门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厦门大学翔

安校区、厦门美亚柏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宝龙一城、厦门国际银

行，实地考察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闽澳合作项目。澳门是厦

门对外开放的重要合作伙伴之

一，近年来，厦澳合作持续深化，

在经贸、金融、文旅、教育与青年

交流、医药和卫生等领域均有密

切合作。

在 27 日的座谈中，考察团听

取了厦门市副市长黄燕添有关厦

澳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等工作情

况介绍，围绕进一步深化拓展闽

澳合作提出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

意见建议。

何厚铧表示，闽澳两地地缘

相近、人员相亲、文缘相通，长期

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过去二十

年间，福建和澳门分别迎来巨大

发展，在新时代新机遇下，闽澳两

地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关系和合

作领域正当其时。要抓住天时地

利人和的重要机遇，充分发挥两

地的平台优势和资源互补，携手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澳门

更好落实“一国两制”伟大事业，

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超越，推动闽澳合作再上新台阶。

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表示，考

察团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指导

性强，福建将认真学习，深入抓好

贯彻落实工作，全面落实中央港澳

工作方针，推动福建海丝核心区建

设、自贸试验区发展与粤港澳大湾

区战略实现联动互动，深化丝路经

贸、金融创新、医药健康、科技教

育、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合作，推

动闽澳“并船出海”，为国家扩大对

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闽澳

贡献。 （卫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为今年 10 月底厦门市人

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政府

关于培育和扶持“三高”企业

情况的报告做准备，9 月 28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

市人大代表，开展培育扶持

“三高”企业工作情况视察。

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

了瑞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芯火”双创基地（平

台），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

市政府关于培育扶持“三

高”企业工作情况汇报。

去年全市“三高”企业发

展大会以来，厦门出台培育

和扶持“三高”企业发展的系

列政策措施，“三高”企业倍

增计划 6项年度目标全部完

成，全市“三高”企业已达

2512家。今年上半年，“三高”

企业顶住市场压力和疫情影

响，充分发挥带动支撑作用，

电子科技、生物医药、健身器

材等类型企业保持发展趋

势，实现逆市扩张。

视察组对一年来厦门培

育扶持“三高”企业工作取

得的显著成效给予高度肯

定，认为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积

极作为，靠前服务，“三高”

企业数量和产值实现较大

幅度增长，“三高”企业服务

机制、骨干员工保障性住

房、企业用地、项目落地等

方面扶持政策更加到位，有

力增强了企业的归属感和

获得感。

视察组建议，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三高”企业发展

大会精神，统筹各级各部门

力量，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有效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建

立无形资产估值平台，打造

服务“三高”企业融资新模

式；进一步优化惠企政策，

实现政策找企业，落实“精

准滴灌”；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优化引人留人育人环

境；搭建技术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推动资源共享，使“三

高”企业成为厦门全方位高

质量发展超越的强劲动力。

（詹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9 月 25 日，建

潘德韬科技园“智慧园区”建设启动会暨入驻

项目签约仪式在七星湾酒店举行，“全国首个

可信智慧园区”平台建设同步启动。至此，银

城智谷正式迎来首个交房入驻的企业，园区

发展由此开启新纪元。

建潘德韬科技园位于环东海域新城银城

智谷核心区域，由上市公司金牌厨柜及其母

公司建潘集团共同出资购买，科技园共 24

层，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米。

“环东海域新城已经展现出未来科技之

城的发展态势，科技园区选择落户银城智谷，

正是被新城的科技产业布局、优越软硬件环

境所吸引。”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建怀介绍，建潘德韬科技园将以“产业 +科

技 +资本”为依托，围绕高科技产业规划，结

合可信技术，进一步完善智能制造、智能家

居、物联网、芯片等领域产业布局，不断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集群发展。

据悉，建潘德韬科技园是环东海域新城

贯彻落实“纵深推进跨岛发展，加速产业转

型升级，打造新一轮产业集聚平台”重要战

略部署的具体实施项目之一，对新城乃至

全市打造未来科技城，占领发展制高点，具

有率先突破的深远意义。现场，环东海域新

城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吴志坚笑着对来访

的企业家说，“在新城投资兴业，有任何困

难，找指挥部！”

建潘德韬科技园的入驻，也带动了大批

相关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落户银城智谷。当

日活动现场，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广东三维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一批优质科创型企业签约入驻建潘德韬科

技园、中国社科院教育培训中心、中关村可

信计算产业联盟、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等一

批国内知名院校机构与建潘集团、建潘德

韬科技园达成战略合作，以合作实验室、搭

建检测中心等方式为入驻园区企业提供支

持服务。

作为环东海域新城产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银城智谷正着力建设集办公、商业、众创

空间和公寓于一体的 4.0 现代化产业园区。目

前，项目一期已租售面积达到 37%，在今年九

八期间，包括中煤厚持、千鸟科技在内的多家

科技型企业、基金签约落户，证道商学院也准

备在银城智谷成立永久实训基地。

（张珺洪奕帆黄静怡）

何厚铧率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来厦考察

银城智谷
迎来首个入驻企业

弘扬嘉庚精神
助力民营经济
陈嘉庚纪念馆被确立为

全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

教育基地

厦门第二东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
预计 11月启动海上吊装

第二东通道效果图。

厦门 -港澳台中学校际交流活动之

“线上文化艺术交流营”闭营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科学探索奖”获得者史大林：
用心育人，潜心科研，逐梦深蓝

明艳林：
本草抗疫显担当

学成归国振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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