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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会见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部分企业嘉宾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4
月 25 日至 26 日，福建省委常委、
厦门市委书记赵龙在福州分别会
见了参加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的中交集团、中船集团、中粮集
团等中央企业，以及中星微电子
集团、安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上市企业、
独角兽企业嘉宾。
赵龙在会见嘉宾时指出，厦
门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
建、厦门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特别是今年来福建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并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厦
门是著名侨乡，也是爱国侨领陈嘉
庚先生的故乡。嘉庚精神的感召
力，从一个数据可见一斑：2017 年
至 2020 年，厦门近八成的华侨捐
赠集中于教育领域。
4 月 22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 42 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市政府关于厦门华侨捐赠兴
办公益事业情况的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海外侨胞
情系桑梓，积极捐赠兴办公益事业
造福家乡，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了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
放以来，厦门共接受海外侨胞、港
澳同胞捐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
其他公益事业款物折合约 12 亿元
人民币。

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集聚创新
资源、
强化要素保障、完善产业生
态，
持续深化互惠合作，积极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努力为各类
市场主体在厦门投资兴业、增资
扩产提供广阔空间和优质服务。
赵龙说，
中交集团、
中船集团、
中粮集团等央企与厦门合作由来
已久，深度参与了厦门基础设施、
港口航运、
智慧城市、民生项目等
建设，
为厦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此次峰会期间，
我们与多
家参会央企交流探讨，
签订新的合
作项目，
就是希望与央企在更宽领
域、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开展互利
合作，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

促进厦门高质量发展。希望央企一
如既往关注厦门、
支持厦门、深耕
厦门，
把厦门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
重要节点，
在高端制造、
现代服务、
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生物医药等
重点领域，加强产业、
项目、技术、
资金、人才等全方位对接，推动更
多大项目好项目落户厦门，
助力更
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
在会见中星微电子集团、安
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嘉宾时，
赵龙表示，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需要充
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为城市高素质
加分、为高颜值增色。中星微电

2017 年至 2020 年的 4 年间，
厦门华侨捐赠总额达 1.792 亿元，
捐赠项目 402 个，来自 572 位华侨
华人、港澳同胞，其中捐赠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有 6 人次。
市人大侨外委在调研中发现，
厦门华侨捐赠主要集中在教育、卫
生、
医疗、
文化等领域。其中，
教育最
受华侨关注，
这 4 年捐赠额达 1.426
亿元人民币(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
华
侨大学三所高校受捐额达 1.3 亿
元)，
占所有捐赠额近八成，
捐赠方式
多样，
包括修建教学楼、
配置教学设
备、
设立奖学奖教基金等。
除了日常捐赠，当发生突发事
件、重大自然灾难时，海外华侨心
系祖国的爱国爱乡情怀更加凸显，
去年涉及新冠肺炎疫情捐款达

子、安翰科技都是行业内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业务领
域与厦门资源禀赋和产业导向高
度契合，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真
诚欢迎企业来厦投资，我们将竭
力为企业在厦发展提供全流程服
务、全要素保障、全方位支持，推
动实现互利共赢。
在福州参加第四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期间，厦门市分别与中
船集团、中粮集团举办专场签约
活动。厦门市与中船集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厦门火炬管委会与
中船集团七二五所签订项目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新材料、高端装
备、智慧海洋、邮轮经济、深海养

1898.97 万元，占 2020 年全年捐款
额的九成。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
认为，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市政府高度重视侨务工作，积极落
实厦门市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
管理条例，加强受赠管理，加强同
海外侨胞的联系，依法维护他们的
权益。广大侨胞积极捐办公益，造
福家乡，为厦门更高水平建设“两
高两化”城市发挥了积极作用。组
成人员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
作的重要论述，聚焦维护侨权侨
益，抓好涉侨法规的落实；完善监
管机制，推动华侨捐赠工作规范有
力；重视涵养侨务资源，更好地维
护和调动华侨捐赠积极性。
（詹文）

翔安区完成行政区划调整
凤翔、
金海、
香山、
民安街道成立授牌
本报讯 4 月 24 日上午，在翔
安区举行了四场庄严朴实、简约高
效的新街道成立授牌活动，标志着
翔安区凤翔街道、
金海街道、
香山街
道、
民安街道正式启动运转。这是翔
安区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迈出的坚实一步。
今年 3 月 5 日，厦门市人民政
府网站发布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翔安区新店马巷两个街道
析置六个街道行政区划调整的批
复》。批复后，
翔安区立即组成 6 个
筹备工作组，遵循“依法依规、稳妥
推进”原则，对标“好事办好、喜事
办成”要求，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先
后完成了原新店、马巷两个街道的
财权、事权划分和新设街道办公场
地设置、人员配备等相关工作，特
别是便民服务中心的投用准备。新
街道成立授牌后，街道办事处与便
民服务中心同步启动运转。
析置前的新店、马巷辖区面积

超过 200 平方公里，辖 83 个社区，
管辖面积大、管理幅度广，基层管
理中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凸显；同
时两个街道还承接着全区 70%以
上省市重点项目，是翔安开发强度
最高、征拆任务最艰巨、压力最大
的重点片区。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
策下，
按照市委主要领导调研翔安
时提出的接续实施跨岛发展战略，
努力为岛外大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的工作要求，翔安区稳妥高效、厉
行节约地完成此次行政区划调整
工作。这也是该区加快推进新型城

镇化，在新起点上更高水平建设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区的
路径选择。行政区划调整后，翔安
区辖 7 街 2 镇，即：新店、凤翔、金
海、香山、马巷、民安和大嶝共七个
街道，
内厝和新圩共两个镇。
析置后的六个街道，各自管辖
人口减少了，社会服务半径缩小
了，治理任务将更精细，有助于转
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精细化、精
准化管理水平，群众办事将更加便
捷，必将加快推进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邵凌丰 蔡江沈 叶晓菲）

殖、
节能环保等领域深化合作，
共
同推动厦门海洋强市建设。厦门
市发改委与中粮集团旗下中国茶
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将在茶叶研发、检验、加
工、
进出口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
25 日晚，赵龙出席第四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
“现代数字城市·
市长之夜”
活动并致辞。与会人员
就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热点难点
话题进行深度交流探讨，共同描
绘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美好蓝
图。
市领导林文生、黄文辉、黄晓
舟、
张志红参加有关活动。
（蓝碧霞 蔡镇金）

厦门探索碳达峰碳中和新路径
2021 中国（厦门）装配化装修产业
助力碳达峰大会落幕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探索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全新路径，
厦门在行动。
在 4 月 22 日 下 午 举
办的“新技术·新人居·新
未来——
—2021 中国（厦门）
装配化装修产业助力碳达
峰大会”上，来自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知名企业、
主流媒体的近 200 位嘉宾
齐聚一堂，从城市建设以
及建筑装配式装修产业发
展等多个维度，共同探讨
厦门的碳达峰实现路径。
本次大会由福建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厦门市
建设局指导，特房集团主
办，并得到了包括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
发展中心、厦门市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在内的近
二十个国家、省市级单位
和行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
参与，堪称一场高规格的
行业盛会。
作为本次大会的另一
大亮点，两位装配式建筑
领域的专家——
—住建部科
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规划
发展处处长刘美霞、福建
建工装配式设计研究院总
工程师任彧，为现场来宾
奉献了一场精彩演讲。现
场干货满满，掌声阵阵，尤
其是他们对装配式装修产
业发展和技术升级应用等
方面的前沿性研究成 果，
令人印象深刻。
厦门市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陈锦良在致辞中

表示，探讨装配式装修产
业助力碳达峰的路径和规
划，对推动建筑领域的节
能减碳、加快传统建筑行
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据悉，
“ 十四五”是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时期，其中，建筑领域的减
碳成效至关重要。作为建
筑领域碳达峰的主要技术
路径之一，大力推广和发
展装配式装修势 在必 行。
厦门已陆续出台了 《厦门
市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实
施意见》
《厦门市绿色建筑
创建行动实施计划》 等政
策规定，将推广装配化建
造方式列为全市绿色建筑
创建行动的重要任务之
一，积极倡导先进低碳技
术、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大
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和
项目落地。
此外，从城市人居建
设层面看，透过本 次 大会
对装配式装修的大力推介
和倡导，厦门市住宅全装
修“ 三 步 走 ”发 展 战 略 已
清晰可见：从 2010 年岛内
商品住宅招拍挂 全装 修 、
2014 年 全 市 商 品 住 宅 招
拍挂全装修，到 2021 年商
品住宅装配式全 装修 ，全
市住宅全装修经历了从政
府推动、开发商实施、业主
配合，到如今的市 场 需求
引导、绿色理念 融入 、政
府服务的转变。
（魏岭 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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