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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佳畅）4 月 21

日，金砖国家华侨华人创新活动座

谈会举行，来自金砖国家的部分侨

领侨商欢聚厦门，共叙情谊，共商

金砖创新基地建设。受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龙委托，市委副书记陈

秋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侨联副

主席、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厦

门市委常委、秘书长、常务副市长

黄文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

毅恭，副市长林建等出席座谈会。

会上，市金砖办常务副主任黄

峰介绍了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创新基地建设情况。各位侨

领侨商重点围绕金砖创新基地建

设踊跃建言献策，大家表示，此次

座谈会为广大侨胞深入参与金砖

创新基地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愿意为祖国和家乡发展、为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陈式海表示，华侨有开拓进

取、勇于拼搏、善于创新的精神，

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

势。在未来工作中，要吃透精神，

努力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书写、

创新金砖国家合作关系，建设侨

界创新基地；要挖掘潜力，凭借丰

富的经验，在未来市场开拓中施

展经商才华；要筑牢纽带，大力推

动中外经贸交往，建立“双重融

入”，既要融入国外在当地做贡

献，又要融入家乡、回馈家乡；要

狠抓落实，把商议的结果化为现

实，落实好洽谈项目。各级侨联侨

商会也要做好牵线搭桥、联谊交

流等工作，服务侨胞，改进提升。

陈秋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

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厦门发展表

示衷心感谢。他说，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始于侨、兴于侨，广大侨胞是

厦门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贡

献者。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是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厦门的特殊

关怀和高度信任，是厦门的重大

使命、重大责任、重大机遇。经过

近半年努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聚焦政策协调、人才

培养、项目开发三大领域，本着

“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按

照“双边促多边，民间促官方”的

路径，在充分考虑金砖规则的基

础上，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动金

砖创新基地建设走深走实。我们

将进一步打好“侨”牌，尽最大努力

为广大侨胞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助

力厦门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希望各位侨领侨商坚守爱国爱乡

情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

如既往关心支持厦门各项事业发

展，帮助深化金砖创新基地建设，

为厦门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本报讯（记者 许银锑）4 月 22

日，金砖国家华侨华人创新合作对

接会在厦门举办。中国侨联副主席、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省委统战

部部务会成员、一级巡视员郑惠文，

省侨联副主席张瑶，省工信厅二级

巡视员余须东，厦门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张毅恭，副市长林建，商务部

国际司、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中心等相关单位代表出席对接会，

近百位来自金砖国家、“一带一路”

沿线等国家的侨胞侨商代表参加会

议。

此次活动由福建省侨联、厦门

市侨联联合主办，得到了工信部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福建省工信

厅、福建省侨办、厦门市政府办公

厅、厦门市侨办、厦门市金砖办的支

持，并由厦门市招商办、厦门市侨商

会协办。

陈式海表示，此次会议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支持厦门建设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的重要

举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

家合作的提出，越来越多的海外侨

胞紧抓时代机遇，主动搭建中外合

作交流桥梁，为践行“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的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在中外合作交流中收获了丰硕的

成果。他表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中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福建

发展的新篇章离不开侨的支持和参

与。他希望，侨商把握新发展阶段，

领悟新发展理念，积极参与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事业发

展融入到福建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大

潮中，为加快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促进中外

合作和文明互鉴发挥积极作用。

对接会上，举行了金砖国家华

侨华人创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

有 12 个项目签约，签约投资总额

48.3 亿元，项目涉及生物医药、产业

金融、信息技术等领域。会上，厦门

市商务局还做了招商推介，工信部、

商务部分别做了题为《高标准建设

金砖创新基地 谱写厦门国际化发

展新篇章》《有关金砖国家经贸合

作》的专题讲座。

当天下午，侨胞侨商们实地参

观考察厦门市软件园三期、厦门自

贸区等地。

本报讯 4 月 14 日，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毅恭带队前往高崎渔港

片区，听取金砖海洋渔业创

新博览园项目策划介绍，

并召开项目推进座谈会。

厦门金砖海洋渔业创

新博览园拟项目占地面积

3.1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0.25万平方米, 总投资预

计 15亿元，开发建设海洋

渔业产业综合体, 包括海

洋博物馆、海洋主题酒店、

海洋商业街、特色海鲜餐

饮体验等。

张毅恭强调，要学习

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大做强海洋经济

的重要指示，打造好厦门

金砖创新产业投资项目，

要招大商，以龙头项目带

动片区活力。他提出三个

要求，一是加强项目规划

力度，做到项目高定位、

特色化，确保项目长久运

营；二是尽快优化项目策

划规划方案，争取在短期

内实现项目落地；三是做

好项目施工计划安排，保

证项目施工速度，争取先

机竞争优势。

（海外处鹭风报）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

报道，轨道交通 3号线火

车站至蔡厝站区间 21 个

车站结构全部封顶、四川

大学华西厦门医院主体结

构全面封顶……厦门市发

改委发布的信息显示，一

季度，厦门111 个省重点

在建项目计划投资 146.7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211.5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 33.16%，超序时进度

8.16 个百分点，投资完成

率排名全省第一。

从省重点在建项目各

行业完成情况来看，一季度

产业项目、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分别完成投资 89.7 亿

元、104.6亿元、17.2 亿元。

产业项目投资势头强

劲。中航锂电二期项目 3

月开工后加速推进，已全

面开展桩基施工；海沧半

导体产业基地项目已完成

6栋中试厂房、1栋废水处

理站主体结构封顶，研发

楼开始地下室施工；同安

精研工业园提前完工，已

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基础设施项目全面

提速建设。轨道交通 3号

线火车站至蔡厝站区间

21 个车站结构全部封顶，

区间全线洞通、轨通、列

车上线；第二西通道左右

线及服务洞已全部贯通；

阳塘安居小区工程四个

标段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增

速。新体育中心Ⅰ标段、Ⅱ

标段关键线路桩基工程全

部完成，体育馆、游泳馆进

行地下室底板施工；华东

师范大学希平双语学校学

生宿舍、小学部进行基础

土方开挖，初中部、高中

部、科技楼、幼儿园全面开

展主体结构施工；四川大

学华西厦门医院主体结构

全面封顶。 （刘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近

日，厦门首座双层跨海大桥———溪

东大桥取得最新进展，北段首联箱

梁顶板浇筑完成，第二联的钢管支

架也基本搭设完成。

溪东大桥位于厦门新机场片区

内。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登上正在

施工的南段桥面，龙门吊紧张地安

装中，工人们在移动模架前进行预

应力智能张拉作业。陈真福是移动

模架钢箱梁现场技术员，他介绍道，

“南段采用移动模架进行施工，它是

一种自带模板、利用承台和墩柱作

为支撑、对桥梁进行现场浇筑的施

工机械，可以保障工人在相对安全、

稳定的环境下作业，施工质量好。”

负责代建的单位是市政集团下

属市市政开发公司，其机场片区工

地支部书记、项目经理黄纬斌介绍，

在厦门市交通大提升工作组和市机

场片区指挥部的有力领导下，溪东

大桥于 2019 年开建，截至目前，桩

基、承台、墩柱等下部结构已完工，

全面转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分南

北两段同步施工。溪东大桥北段位

于九溪入海口，北段首联箱梁顶板

已完成浇筑，5 天内第二联的钢管

支架也将基本搭设完成。

目前，溪东大桥整体建设进度

已过半，预计今年 12 月底桥梁主体

贯通。

做大做强海洋经济
厦门市委统战部领导

调研金砖渔业创新博览园项目

一季度厦门省重点在建项目
投资完成率全省第一

金砖国家华侨华人创新合作对接会在厦举行

溪东大桥：连接大嶝岛和莲河两岸

溪东大桥是溪东路的控制性工

程，全长 1.38 公里，跨越南港海域，连

接大嶝岛和莲河两岸，是厦门首座采

用上下双层设置“机动车道和非机动

车道”的跨海大桥，即上层为机动车

道，下层为非机动车道。

溪东路：翔安城区往来新机场快速路

溪东路(翔安南路 - 机场快速

路段)工程起于翔安南路，终于机

场快速路，全长 6 公里，按一级公

路兼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道路全

线高架、地面层辅道均为双向六车

道，整个工程包含 2 座互通立交和

1 座跨海大桥，设计高架时速 80 公

里，地面时速 60 公里，该道路通车

后，将为翔安城区与厦门新机场搭

建一条快捷通道。

（卢剑豪）

项目名片

溪东大桥工程施工现场繁忙而有序（厦门市政供图）

集美“点单式”咨询服务侨商侨企

热血青年回国抗战

大湖战役英勇杀敌
记马来西亚归侨、功勋老兵

林大章

厦门首座双层跨海大桥主体预计年底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