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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29 日，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
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
长赵龙主持召开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研究通过厦门《关于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进一
步部署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赵龙指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要求，厦门党史学习教育
扎实有序推进。下一步，要把好的
做法、好的态势、好的精气神继续
坚持下去，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史学
习教育良好态势。
赵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把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贯穿始终，把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确保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
行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
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
赵龙要求，要在学深悟透上下
功夫，紧密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福建、厦门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福建、
厦门工作时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
践，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学
习进度，精心安排内容，创新方式
方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出坚强
党性、学出信仰担当。要在深挖细
研上下功夫，发挥厦门作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孕育地、萌发地、实践地的独
特优势，深入挖掘、宣传、展示全省
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歌发源地等红色资源，强化
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把党的历史
学习好，把党的经验传承好。要在
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把开展“再学
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融入党史
学习教育中，推动学习教育和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 100 周年。
赵龙要求，要强化领导责任，
加强精准指导，确保党史学习教育
取得扎实成效。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要抓统筹、把方向，市委
常委要带头抓好政治引领、学习培
训、交流研讨等各项工作，带头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各
级党委( 党组) 要认真对照方案精
心组织实施，各巡回指导组要坚持
分类指导、注重实效，凝聚各方合
力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
展。
（蔡镇金）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29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举行 2021
年第 9 次部务（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市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统
一战线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
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在全市统一战线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重要讲话精神
的新高潮，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要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切
实把广大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的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切实增强使
命担当，坚定发展信心，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会议指出，要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在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

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
实现更大突破”重要要求，找准统
一战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为更高水平
建设“两高两化”城市作出统战新
贡献。
市委统战部领导班子成员，各
民主党派市委专职领导，系统事业
单位负责人以及部机关各处 （室）
负责人参会。就统战系统高质量抓
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市委统
战部领导班子成员依次发言。
（翁华鸿）

川大华西厦门医院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27 日上午，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
筑完毕，位于集美新城片区的省、
市重点项目——
—四川大学华西厦
门医院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随
后，项目将正式进入砌体施工和装
饰装修阶段，后续各医疗专项也将
陆续进场，力争 2021 年年底项目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尽快建成交付
使用。
当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
包括医院用房、川大华西医学厦门
研究院在内的 13 栋建筑及配套用
房，均已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但工
人们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正紧
锣密鼓地进行砌体施工。
从 2019 年 11 月底正式动工，
到 2021 年 3 月底全面封顶，该项
目主体工程建设工期仅 480 天，比
定额工期压缩了 52%。
由厦门市与四川大学合作共

项目主体结构正在进行封顶施工（集美新城片区指挥部 供图）

建的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四川
大学华西医学厦门研究院，总用地
面积约 10. 5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26. 35 万平方米，
规划床位 1000
张。作为厦门优质民生医疗资源跨
岛布局的重点项目、民生补短板重
点工程，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定
位为国内一流的集医疗、教学和科

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医院将引进四川大学附属医院的
多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打造区域
性医疗高地和疑难重症诊疗中心，
对完善集美新城公共服务配套、优
化厦门市医疗资源布局、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林桂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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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源优势
形式多样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当前，党史学习教育
正在全市上下如火如荼开
展。记者从厦门市委统战
部获悉，市委统战部发挥
资源优势，陆续启动多项
活动。
从本月开始，市委统
战部将组织开展“学党史
颂嘉庚 跟党走”宣讲活
动，走进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社区和部队进行
百场宣讲；启动“庚·读者”
嘉庚书苑经典诵读专场活
动，以集美鳌园景区、归来
园为舞台，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品读红色经
典；举办“学党史 颂嘉庚
跟党走”征文活动，
面向广
大群众征集陈嘉庚与中国
共产党相知相交、同向同
行的感人事迹。
市委统战部将选送
《烽火仁心——
—抗战救护
与华侨华人》
《闽籍华侨中
的优秀共产党员》
《陈嘉庚
与中国共产党》 等系列精
品课程，参与市委“奋斗百
年路 启航新征程”理论宣

讲轻骑兵进基层宣讲活
动，通过讲述华侨华人在
革命抗战和建设发展中的
特殊贡献，诠释华侨华人
心系祖（籍）国的赤诚爱国
之情。
“延安精神 永放光
芒”图片展、
“家国情怀 海
丝记忆——
—侨批历史文化
展”两场专题展览，目前正
分别在陈嘉庚纪念馆和华
侨博物院展出，欢迎广大
市民前往参观，感受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国
精神和百年华侨奋斗史中
的家国情怀。
市委统战部将支持协
助各民主党派拟定党史学
习教育具体方案，在学中
共史、学党派史中发扬光
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市
工商联（总商会）号召全市
民营企业广泛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市民宗局组织全
市民族宗教团体主要负责
人等赴延安、铜川等地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
进全市统一战线党史学习
教育。 （卫琳 黄书腾）

《近十年全市制造业质量
竞争力指数监测报告》显示

厦门制造业质量
稳居较强竞争力阵营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近日，厦门市市场监
管局发布 《近十年全市制
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监测
报告》。报告显示，根据对
全市近 2000 家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相关数据的测
算，厦门制造业质量竞争
力 指 数 在 2007 年 为
82. 71，2010 年 增 长 至
85. 97，2017 年 首 次 突 破
90 达到 90. 31，实现从初
等竞争力发展阶段到中等
竞争力发展阶段再到较强
竞争力发展阶段的跨越，
2019 年 则 实 现 近 年 来 的
最高得分 90. 61，稳定处
于较强竞争力阵营。
据介绍，厦门自 2007
年起，已连续 13 年开展制
造业质量竞争力测评工作，
动态监测全市、
六个行政区
以及 29 个制造业行业的质
量发展情况。该指标同时考
察了质量水平与发展能力
两个方面，
既是全市制造业
发展现状的
“检测仪”
，
又是
研判制造业质量发展趋势

的
“晴雨表”
。
近十年，厦门六个行
政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
数均实现了稳步提升，区
域指数平均值从 2007 年
的 82. 19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89. 91。此外，
厦门制造
业各行业的质量竞争力指
数平均值也逐步提升，从
2007 年 的 79. 33 增 长 到
2019 年的 86. 21。现有的
29 个制造业行业中，有 27
个行业实现提升。
报告还显示，厦门质
量竞争力后发优势明显，
全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
数年均增长 0. 8%，高于长
三角地区（0. 61%）、京津冀
地区（0. 47%）和珠三角地
区（0. 25%）。自 2012 年起，
厦门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
数超越珠三角地区和京津
冀地区，显现出较强的韧
性与后劲。尤其是近 5 年，
厦门质量竞争力平均指数
为 89. 92，高于珠三角地
区（89. 31）和京津冀 地 区
（88. 73）。 （陈泥 廖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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