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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

月 19 日，厦门市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

委员大会发言，汇聚各方智慧，共

谋高质量发展。福建省委副书记、

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到会听取委

员发言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魏克

良，副主席陈永裕、黄国彬、陈昌

生、黄世忠、黄培强、王焱、黄奋

强、李钦辉，秘书长张仁苇出席大

会。会议由陈永裕主持。

市领导倪超、黄文辉、陈沈

阳、黄晓舟应邀出席并听取大会

发言。

13 位政协委员紧扣更高水

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

化城市，从打造全国一流公共卫

生和防疫体系、培育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千亿级产业链群、加快

厦门企业改制上市、建设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厦门区域

创新中心主平台、促进数字经济

提速增效、高标准建设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

提升常住台胞社会融入度、聚焦

青少年心理健康、推动厦门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加强港厦合作推

动厦门影视产业加快发展、加快

打造国家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

城市、促进民企参与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在听取大会发言后，胡昌升

表示，大家提出了很有价值、很有

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听后很受启

发、深为感动。这种感动，来自大

家对厦门加快发展的倾心资政，

来自大家对厦门攻坚克难的倾情

建言，来自大家对厦门共创未来

的倾智献策。他要求有关部门认

真加以研究，将委员们的意见建

议吸纳到“十四五”规划和各项具

体工作中去。

胡昌升指出，刚刚过去的极

不平凡的 2020 年，厦门守住了疫

情“防线”，突出了发展“主线”，绘

就了民生“实线”，提升了干部作

风“标线”。在服务全市工作大局

中，市政协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

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双向发力，履职尽责有大作

为，服务中心有大担当，凝心聚力

有大格局，自身建设有大提升，为

维护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

胡昌升强调，2021年是“十四

五”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今年市两会

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审议厦门“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擘画长远

蓝图。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多提宝贵

意见、多献妙计良策，在助力全市

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做好

团结联谊等方面展现新作为、体现

新成效；各级政协机关要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工作的重

要论述，不断推进政协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全市大局中

展现政协力量、政协风采，共同推

动厦门在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崭新航

程上破浪前行。 （卫琳）

本报讯（记者许银锑黄佳畅）

1 月 15 日下午，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主持召

开宗教领域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听取各区有关宗教领域疫

情防控工作汇报。

张毅恭对宗教领域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要高

度重视宗教领域疫情防控工

作，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和

侥幸心理，确保“万无一失”，防

止“一失万无”。要强化压力传

导，压实四方责任。要将宗教活

动场所和民间信仰点纳入各区

疫情联防联控指挥体系，强化

区、镇（街道）、村（社区）属地管

理，加强日常排查管控，强化防

疫措施。要坚持严字当头，强化

督导检查。把主要工作精力放

在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的督导检查上，加强明察暗访，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落

实。

据悉，从 1 月 13 日开始，

市区两级民宗管理部门已展开

对宗教活动场所疫情防控实地

检查指导。1 月 13 日，张毅恭

率队前往竹树基督教堂、进明

寺和新区基督教堂等宗教活动

场所调研，检查场所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听

取工作汇报。

张毅恭强调，各宗教场所

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强化场所内部管理，严

格落实防疫措施，加强联防联

控，制定应急预案，减少人员聚

集，确保活动安全，引导信教群

众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自觉服

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遵守各

项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1 月 16 日 -18 日，市民宗

管理部门又分批分组对鸿山

寺、天竺岩寺、太清宫、梅山寺、

马巷堂等全市 36 个宗教活动

场所防疫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1 月

17 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十三届厦门市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在厦门人民会堂开幕。16 日

上午，厦门市政协副主席江曙霞带

领港澳台委员开展会前视察，了解

厦门侨台社区文创建设情况及影

视文创园的发展情况，为聚焦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建言献策。

委员们首先来到集美大社历史

文化街区。在这里，祖厝青石浮雕壁

画巧夺天工，两岸青年楼墙喷绘张

扬个性。“这种修旧如旧又能与时俱

进的文创街区实在太棒了。”市政协

常委杨毅融感叹，传统文化有了创

意和年轻人的加入，就有了生命力。

随后，委员们前往集美集影视

文创园。截至去年底，文创园招商

注册企业 637 家，累计产值 35.07

亿元，引进及受理来厦拍摄报备的

剧组 281 个带动落地消费约 9.7

亿元。“有这样的影视文化产业平

台，应更好地服务于弘扬闽南传统

文化和嘉庚精神。”委员们认为应

借鉴香港等地区影视产业发展经

验，进一步深化融合发展。

最后，委员们来到杏林湾商务

营运中心。“厦门近年来的发展建

设是有目共睹的。”委员们纷纷为

集美新城点赞并表示，厦门应利用

特区政策吸引人才流入，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要注意紧抓文化根脉

做好创意创新，主动寻求合作、加

快融合发展。 （刘少敏）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近

日，厦门公布了 2021 年度市重点

项目名单。2021 年厦门共安排市

重点项目 409 个，项目总投资

9141.3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304.58 亿元。

过去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厦门克服

疫情影响，抢抓进度、奋力冲刺，提

前 2个月完成市重点项目年度计

划投资任务，重点项目连续六年投

资突破千亿元，为推动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大势能。2021

年，市重点项目数量相较去年进一

步增加，建设任务更加艰巨。

产业项目 123个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2021 年产业项目安排 123

个，年度计划投资 336.82 亿元。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项目加

快落地建设，将与去年加快建设、

竣工的一批产业类项目形成接续

效应，优化产业结构，增强高质量

发展后劲。

具体到项目上，中航锂电厦

门二期、阳光龙净集团“一带一

路”国际总部、厦门闽电国际交

流中心、亿联网络总部大楼等

一批产业项目开启全面建设；

天马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

产线、士兰 12 英寸特色工艺半

导体芯片制造生产线建设项

目、火炬石墨烯新材料孵化基

地、京东电子商务产业园、英蓝

国际金融中心等一批产业项目

加快建成投用。

社会事业项目 126个

切实增进百姓福祉
一批民生项目也将于今年迎

来开工或竣工。2021 年社会事业

项目安排 126 个，年度计划投资

231.08 亿元，将进一步补齐民生

短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保障房建设上，今年计划

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重点项目

19 个，计划建成新店保障房地铁

社区二期、林边公寓、仁和公寓等

一批保障性住房。此外，四川大学

华西厦门医院、马銮湾医院、环东

海域医院、同安一中滨海校区高

中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翔安体

育交流中心等一批医疗、教育、体

育、文化项目也将加快推进。

城乡基础设施项目 145个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城乡基础设施项目数量最

多，2021 年共安排 145 个项目，

年度计划投资 386.25 亿元，将从

城市道路配套体系、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岛内老旧小区和旧村改

造等方面入手，不断改善城市人

居环境，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今年，厦门新机场（主体工

程）、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东

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国道

324 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

等项目将开工建设；第二东通道、

福州至厦门铁路客运专线（厦门

段）、海沧疏港通道工程、集美污

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和轨道交通 4

号线、6 号线持续加快推进；第二

西通道、轨道交通 3 号线等项目

将建成投用。

新城配套项目 15个

现代化新城加速崛起
在“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

展”战略指引下，新城片区成为全

市扩大有效投资“主战场”。2021

年岛外新城建设将按照“一年有

突破、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

的目标，继续“加速跑”———2021

年共安排新城配套项目 15 个，年

度计划投资 350.43 亿元。

其中，马銮湾新城全面启动

安置房建设，加快城市主干道、市

政管线贯通成网；环东海域新城

重点加快公共交通、高端商业综

合体等配套建设；东部体育会展

新城的新会展中心、新体育中心

全面推进建设，市政配套基础设

施同步推进；集美新城、同翔高新

城、机场等片区将持续加大基础

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黄语晴）

厦门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胡昌升听取委员发言并讲话

张毅恭走访调研宗教活动场所，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厦门市政协港澳台委员开展会前视察
了解侨台社区文创建设情况及影视文创园的发展情况

今年厦门安排 个市重点项目
总投资 9141.3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304.58 亿元

省市侨联走访慰问厦大新侨专家

横滨中华街：在日华人的乡情

口述历史

归侨洪汫：

我在党的培育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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