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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13 日，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赵龙前往山海健康步道、

环东海域、厦港沙坡尾片区调研

厦门文化旅游产业及城市有机更

新工作。

从狐尾山樱花谷步入山海

健康步道，沿途鲜花绽放、草木

葱茏，吸引了成群的市民游客

步行前来观赏。这条全长 23 公

里，串联起岛内“八山三水”的

山海步行通廊，自去年 1 月开放

以来，共迎接市民游客 1449 万

人次，成为厦门颇具特色的网

红打卡点。赵龙边走边看边问，

仔细了解步道建设、运营、管理

情况。他指出，步道开放运营一

年多来，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

健身旅游的好去处，提升了市

民的生活品质和厦门的旅游形

象。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步道

沿线的景观特色，做好美化彩

化，强化视觉效果，增加人性化

设施。新步道的建设要遵循生

态优先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尽

可能串联起周边公园，既与自

然融为一体，又能满足游客可

走、可观、可科普的多种需求。

要对健康步道定期检查，做好

日常管理、保养与维护，确保设

施安全。

在环东海域滨海旅游浪漫

线，迎着习习海风，赵龙走下黄金

海滩，了解海岸沿线的保护、开发

与配套情况。全长约 50.6 公里的

浪漫线，一期二期已对外开放，三

期预计明年底前完工，滨海高端

酒店群已初具雏形，沿线配套正

不断完善，今年春节期间吸引游

客 31 万人次。赵龙指出，环东海

域滨海旅游浪漫线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有很强的吸引力，发展前景

可期。相关部门要找准主题，突出

特色，谋划雅俗共赏的活动，聚集

人气，将其打造成集文化体育、休

闲娱乐、运动健身为一体的滨海

旅游胜地，带动环东海域新城的

开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有效促

进产城人有机融合。

站在沙坡尾老厂房改造而成

的小白楼天台，可以俯瞰整个沙

坡尾避风坞全景，正值涨潮，碧绿

水面上漂着几艘渔船，对岸小巷

里，有剧组正在拍电视剧，在老城

的市井烟火气中，传统与现代水

乳交融。赵龙察看了沙坡尾片区

的整体风貌及清淤整治情况，了

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送王船”的前

世今生，沿着石板小巷走进店家、

察看戏台牌坊。赵龙指出，要充分

挖掘老厦门的独特韵味，进一步

活化、差异化业态，做好社区邻里

服务，激发片区自我更新发展的

潜力，既留住市民的乡愁，又留住

游客的脚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

为本，立足改善群众生活居住条

件、提升城市品质，推进城市有机

更新，整体评估，综合平衡，一片

一策，通过政府主导、市民参与、

市场化运作纾解城市更新发展中

的难题，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市领导黄强、黄文辉、孟芊参

加调研。 （詹文）

本报讯（记者 许银锑）3 月

16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省、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以

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部署

统战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

关工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毅恭作动员讲话。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认真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切实扛起统战

部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政

治责任，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上来。要紧扣目标任务，真

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强

化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政治引

领，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各领域

主题教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有力有序开展。要强化组织领

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正确

导向，加强统筹谋划，充分依

托嘉庚精神等特有统战资源，

切实把规定动作做到位，把自

选动作做出彩，确保党史学习

教育取得扎实成效，推进厦门

统战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

效，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16 日，厦门港东渡港区邮轮

中心码头 1#、2#、3# 泊位新增

外贸作业点顺利通过市级口岸

开放验收，为厦门邮轮产业发展

提供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邮轮产业是厦门港航、文旅

产业的新兴名片。厦门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成员企业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介绍，

2017 年开始，厦门启动东渡港

区邮轮中心码头改建工程，使之

具备接待世界最大 22 万吨国际

邮轮的能力，这项工程已于去年

通过竣工验收，当日开展的是泊

位新增外贸作业点市级口岸开

放验收。

在现场，厦门市口岸办、港

口管理局、海关、边检、海事局等

单位组成的市级口岸开放验收

组，对口岸配套设施进行现场检

查、召开专题验收会议。验收组

成员一致认为，3 个泊位的口岸

查验设施建设、相关管理制度建

设已达到口岸开放的标准要求，

同意通过市级口岸开放验收。

厦门港东渡港区邮轮中心码头

共有 0#、1#、2#、3# 等四个泊

位，其中服务能力最强的 0# 泊

位之前已通过口岸开放验收。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通过新增

外贸作业点市级口岸开放验收，

进一步提升了码头的开放水平，

全面提升厦门邮轮母港的营商

环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据悉，通过市级验收后，厦

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将加快完

善口岸配套设施建设，争取早日

通过省级口岸开放验收。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持续构建更加开

放包容、更具现代意识和国际一

流水准的港口服务体系，厦门邮

轮母港将成为厦门招商引资、港

城融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另外，邮轮中心码头也承接

两岸客货滚装运输和厦金海上

货运，通过市级口岸开放验收

后，将有利于相关业务做大做

强。 （徐景明）

赵龙调研文旅产业及城市有机更新情况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日，福建省工信厅公布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

点示范项目（第一批），共 33 个。

厦门有六个项目入围，分别是厦

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

“5G+ 智慧港口”、厦门天马微

电子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厦门

奥普拓自控科技有限公司基于

APC 的工业智控解决方案、林

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的生产

制造与运营管控能力、摩尔元数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摩尔云

生产 APP 应用解决方案和国网

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电力大数据商业化服务示范应

用建设项目。

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万物互

联、智能、绿色低碳等重要特征，

已经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厦门这些入围项目是厦门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佼

佼者。市工信局表示，接下来将继

续跟踪企业项目进展情况，鼓励

企业持续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运

营，服务企业创新需求，推动更多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项

目落地应用。 （李晓平）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厦门六个项目入围省试点示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为了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碳中和

服务，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于近日

推出了全国首个碳中和服务平

台，探索开展碳中和登记公示、

技术支撑、绿色金融、培训研究

等平台服务功能。

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明确将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提

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厦门于2011年在厦门产权交

易中心的基础上加挂了厦门市碳

和排污权交易中心的牌子。2017

年，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

参与制订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碳中和项目方案，通过在下

潭尾滨海湿地公园开展红树林造

林，“吸收”厦门会晤期间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2017年8月22日，

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及厦门市领导

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碳中和项目启动仪式。这是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历史上第一次实现

“零碳排放”，成为一段国内外知名

的“碳中和厦门故事”。

此次推出碳中和服务平台，是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的又一重磅举

措。据介绍，碳中和服务平台将探

索建立厦门市碳中和登记系统，

充分运用厦门市碳交易中心作为

政府批准设立的公信力平台的优

势，对参与碳中和的企业信息进行

集中登记，进一步提升企业碳中和

行为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同时该

服务平台还将汇集国内知名碳服

务公司，为厦门参与碳中和的企

业提供碳中和技术支撑，有针对

性地开展咨询、核证等碳市场服务。

在配套绿色金融服务领域，

平台将与国内首家赤道银行———

兴业银行合作，为厦门市的企业

提供绿色金融贷款服务，构建支

持生态城市建设的绿色金融服务

体系。平台还将与科研机构共同

开展海洋碳汇的前期研究，并适

时推进碳中和培训工作，营造厦

门市企业积极参与碳中和行动的

良好氛围。 （刘艳）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打造全国首个碳中和服务平台

厦门：打造海洋经济开放发展新引擎

邮轮产业是厦门市港航、文旅产业的新兴名片

福建省委统战部

来厦调研闽澳合作课题

印尼归侨肖枫
在嘉庚精神激励下终生为国工作

归侨领袖的桑梓情怀

怀念爱国侨领罗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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