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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10 日，中央文明办公布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和复查

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前五

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厦门继

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并被通报表扬，实现了全国文明

城市“六连冠”！为厦门喝彩！为

厦门点赞！

全国文明城市是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

展，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市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

城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排头兵，是反映城市

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

号，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

中的最高荣誉，也是最具价值的

城市品牌。

文明城市创建，一届接一届，

一棒接一棒。厦门历届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厦门文明创建，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越来越受重

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近

年来，厦门全市上下始终不忘创

建初心、砥砺前行，以打造全国文

明城市标杆为目标，坚持常态长

效创建，发动市民群众广泛参与，

努力夯实创建基础、补齐创建短

板，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市民

文明素质、城市文化品位、群众生

活质量，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切实增强市民群众

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努力

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

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如今的

厦门，城市环境更加整洁有序，崇

德向善风尚更加弘扬，城市文明

底蕴更加深厚，“爱心厦门”建设

不断标刻城市文明新高度。文明

已成为厦门城市精神的鲜明底

色。 （卫琳）

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侨联界别联合召开在厦华裔留学生座谈会

本报讯（通讯员应宗颖）11 月 4

日下午，厦门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侨

联界别联合召开在厦华裔留学生座

谈会。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胡政

兴，市委统战部、教育局、公安局、卫

健委、人社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厦

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

教师，部分侨联界别委员，以及来自

印尼、泰国、缅甸、老挝、菲律宾等国

家的 15 位在厦华裔留学生参加了座

谈。侨联界别活动小组召集人、市侨

联副主席邓飚主持会议。

15 位华裔留学生代表逐一发言，

就在厦留学生活过程中，尤其是疫情

期间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意见建

议，并就在华期间得到相关政府部门

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帮助表示衷

心感谢。

各部门认真听取发言，对留学生

们提出的签证延期、奖助学金、毕业

去向、网络通讯等问题作了政策解

读。

会议认为，厦门是著名的侨乡，

是嘉庚精神的根与源，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海外

华裔学子来厦寻根追梦。在厦高校立

足实际，精准部署，真抓实干，为华裔

留学生在厦的学习生活做了大量的

工作和努力。相关部门现场答疑解

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会议希望在

厦华裔留学生们珍惜学习机会，顺利

完成学业，坚定信心，更好地发挥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向身边的同学、朋

友介绍宣传厦门，为厦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交流助力添

彩。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中国城市榜单发布
厦门入选最具潜力城市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1 月 8

日举办的 2020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

项目合作大会上，2019“魅力中国 -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榜单发布，厦门入围 20 强，成为最具

潜力城市之一。

“魅力中国 -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

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每年举

办一次，自 2010 年以来已举办十届，

是中国唯一一个完全由外籍高端专家

参与评选的引才引智“中国城市榜”。本

次外籍专家评委团队包括八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和一位图灵奖获得者，高端专

家阵容之强大达到历年之最。该评选是

根据各城市在吸引外籍人才、服务外籍

人才、发挥外籍人才作用等方面的总体

状况，按照外籍人才“政策环境”“政务

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科创环

境”五大标准及23项指标展开。

记者了解到，厦门已先后七次被

评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潜力

的中国城市”。近年来，厦门对外籍人

才吸引力不断提升，目前厦门拥有科

技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籍人才薪酬

购付汇便利化试点、外国高端人才服

务“一卡通”试点、外籍高端人才确认

函审发权下放等多项政策叠加优势。

软件园一期设有全国首个“厦门市外

国人才服务站”和“移民事务服务站”

联动平台，并开设外国人工作许可、居

留许可“一站办”服务窗口，受到科技

部、国家移民局的肯定。 (吴君宁)

翔安机场高速公路内头大桥
首片预制 T梁成功架设

本报讯 据厦门日

报报道，11 月 8 日，翔

安机场高速公路内头

大桥首片预制 T 梁成

功架设，为接下来的

246 片 T 梁架设打响

头炮。

“弹开、好、对接！”

架设开始前 20 分钟，

工 人 们 开 始 做 准

备———他们用巨大的

绳套套住预制 T 梁的

一头，再将一个铁片垫

在缆绳与预制 T 梁接

触点上。“每片 T梁重

达 80 吨，垫铁片，是为

了防止应力集中损坏

T 梁棱角。”项目总工

程师邱以欢介绍。

当日 11 时 8 分，

轮轴转动发出轻响，预

制 T梁缓缓向前移动，

15 分钟后，T 梁稳稳地

落在桥墩上，现场爆发

出一阵欢呼声，工人们

脸上溢满了笑容。中铁

十四局三公司项目负

责人朱喊东说:“每安装

一片预制 T 梁，都需要

经过跨、试吊、支座定

位安装、提梁前移横

移、落梁到位等步骤。

现在架设成功的喜悦，

就好比经过周密备考、

认真考试，最终取得了

好成绩。”

据悉，内头大桥是

翔安机场高速公路的

控制性工程之一。目

前，厦门路桥工程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和各参

建单位开展“百日冲

刺”竞赛，全力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翔安机场高速公路是未来厦门新机场的一条

陆路动脉，计划 2023 年全线通车。其与沈海高速连

接，将使厦漳泉各方向车流能够快速进出新机场，

发挥新机场航空运输枢纽功能，有助于形成“厦漳

泉一小时交通圈”；其建成后，也将完善厦门路网结

构，拉动沿线旅游、商贸、物流业的发展。

(卢剑豪周慧张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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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日，翔安机场高速公路内头大桥，

首片预制T梁成功架设（王协云 /摄）

厦门市交易团借进博会发出邀约
引入更多优质国际品牌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跨境电商发展迅猛，不仅改变

着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助推着

传统外贸转型升级。为帮助海

外品牌进驻国内市场，为国内

渠道对接源头品牌方，11 月 7

日上午，厦门市交易团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跨境进口综

合服务供需对接会，借进博会

东风发出邀约，持续发力做大

跨境电商产业平台。

会上，厦门市交易团向与

会嘉宾重点推介了厦门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政策、资

源优势以及高质量发展新机

遇，详细解读了厦门跨境进口

综合服务平台在跨境物流、跨

境清关、跨境仓储与配送、跨

境支付与外汇等方面的服务

能力。会上，厦门汉连物流有

限公司与来自英国、荷兰、希

腊等国的供应链企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对接跨境

进口资源。

“国际消费品牌持续看好

中国市场，跨境电商是国际品

牌进入中国的大好契机。”英国

JK Food 中国首席代表曾理表

示，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中国跨境电商得到长足发

展。他非常高兴此次借进博会

平台，把英国的好商品、好品牌

通过厦门跨境电商渠道引入到

中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

“从关务到跨境电商技术

基础，从与海关的连接到保税

仓的打造，到供应链的整合，我

们致力于打造形成传统外贸加

跨境电商的服务结合。”厦门汉

连物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

毅通表示，他们从传统国际物

流、国际贸易起家，如今主动拥

抱发展变化，着力打通跨境电

商发展通路，助推更多优质的

国际品牌进入国内消费市场，

为消费者提供丰富优质的产品

和生活体验。

近年来，厦门高度重视跨

境电商产业发展，以建设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契机，

积极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优势，持续打造了包含厦门跨

境电商产业园在内的多个产业

园区载体。企业也纷纷转型发

展，共同推动跨境电商产业要

素在厦聚集发展。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

下一步，厦门将进一步完善跨

境进口综合服务能力，帮助海

外更多好产品快速进入国内市

场，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

费需求，助力畅通国际国内“双

循环”。 (崔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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