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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第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 赵龙讲话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5
月 6 日，市委召开第一季度经济
运行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季度经济
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分析形势、
查摆问题、
研究举措，推动全市经
济运行保持良好势头，确保实现
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常委、
市委书
记赵龙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陈家
东、
魏克良、
陈秋雄等出席。
会议通报了一季度全市经济
运行情况，一季度厦门市实现良
好开局，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1.1%，增速全省第一、副省级城
市第二。各区和自贸试验区、
火炬

高新区分别汇报本区一季度经济
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安排，市委常
委和市政府副市长分别就所挂钩
联系的行政区和分管经济部门经
济运行情况进行点评。
赵龙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经济工作历来是我们党
的中心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把经
济工作当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
鼻子来抓，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全
局的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超越提供坚强支撑。赵龙充分肯
定一季度全市经济工作成效，并
分析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短板
和问题。他强调，
越是经济运行态

势良好，
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正确
研判形势、深入查摆问题、主动对
标先进、拿出精准举措，压实责
任、传导压力、负压前行，努力把
当前的良好态势不断延续下去，
全力以赴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实现
更大发展。
赵龙强调，要锁定目标、坚
持对标，
不断提升经济工作水平。
要锁定“十四五”
厦门市经济总量
突破万亿、
人均 GDP 突破 3 万美
元的目标，抓住第二季度这一全
年抓推进、抓落实、
抓突破的关键
时期，抢抓时间、加快发展，为实
现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要对
标各领域先进城市，在工作中不

断查找短板、跳起摸高、争先进
位，
推动经济工作实现新的提升。
赵龙要求，
要加强经济运行调
度，
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要盯
住影响经济发展提升的关键领域，
加强形势分析研判，
并多从主观层
面查找原因、
解决问题、
推动落实，
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稳中加固、
稳
中向好的合理区间。要盯在日常、
盯在平时，
多到企业车间、
项目工
地、
社区农村、
窗口一线中去，
跟企
业家交朋友，
跟劳动者对话，对经
济形势、政策走势、发展趋势心中
有数，
对发展症结、
难点堵点、
瓶颈
问题胸中有谱，
出台更多务实管用
政策，
更好服务发展。

入选全国长线游目的地人气前三，实现旅游收入 34.27 亿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今年
“五一”假期，厦门市旅游市场全线
飘红，
旅游消费集中释放。据市文旅
局统计，5 天假期厦门市共迎来游
客 332.61 万人次，
同比 2019 年增长
26.30%；实现旅游收入 34.27 亿元，
同比 2019 年增长 12.50%。
厦门市融合文化和旅游资源，
创意推出的“缤纷五一 畅游厦门”
度假计划受到游客追捧，旅游热度
走高。根据驴妈妈平台数据，
厦门与
三亚、桂林位列“五一”假期全国最
受游客喜爱的国内长线游目的地城
市前 3 位。同时，
厦门还入选携程私
家团十大热门目的地，高端品质游
走热充分彰显了厦门市旅游高质量
发展取得的成效。
这个假期，厦门市休闲度假游、
家庭亲子游、文化游、乡村游、滨海
游、街巷游、特色夜游等产品业态表
现突出，
继续保持全省领跑。各景区
举办的 2021 厦门天竺山桐花节、方
特国潮音乐节、
“ 缤纷五一 七彩灵
玲”马戏节、北辰山城市放松节等文

地铁

旅节庆活动，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
的市民游客。省文旅厅重点监测的
鼓浪屿、胡里山炮台、集美鳌园、同
安影视城四个景区，假期共接待游
客 32.34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69.04%。免费开放后的园博苑人气
大增，共吸引游客 31.07 万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14.44%。
自助自驾游是这个假期许多市
民游客在厦游玩的首选。市文旅局
联合高德地图在“五一”期间智能推
送线路，精选踏青野餐·品茶赏花、
美食生活游、凭海临风·浪漫环岛、
世外桃源·悠然渔村等十大自驾线
路，同时上线“厦门伴手礼随心购”
服务，广受自驾车友欢迎。统计显
示，厦门市自助游和自驾游占比高
达 96.4% ， 其 中 省 外 游 客 占 比 约
53%，
省内游客占比约 47%，这表明，
越来越多以“体验厦门生活”为目的
的省外游客来到厦门度假。
度假热则带火了厦门市酒店宾
馆消费。据统计，
全市高端酒店整体
入住率接近 90%，其中威斯汀、凯宾

号线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斯基、海悦山庄、特房波特曼、海景
千禧等酒店在 2 日至 4 日连续三天
处于满房状态。设施齐全、
性价比高
的特色民宿也颇受青睐，鼓浪屿家
庭旅馆和曾厝垵、溪头下片区民宿
总体入住率均超过 85%，尤其是大
帽山境、厢语香苑等精品民宿基本
处于
“一房难求”
的状态。
“五一”期间，厦门市还以文旅
融合为抓手，精心策划组织系列文
化旅游活动。例如，市美术馆举办
2020 厦门全国（小幅）工笔画双年
展，厦门市非遗保护中心举办“非
遗进酒店宣传展示活动”，厦门市
博 物 馆 举 办 涪 城 汉 韵——
—汉 代 精
品文物展，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举办“宫 中色彩美学”文物侦探体
验活动，厦门市属专业文艺院团开
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深入多个景区进行公益惠民演
出，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
文化生活，文旅产品成为引领厦门
市假日旅游发展的新动能。
（吴君宁 彭军）

“五一”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期间，厦门轨道交通建设步履不停。
走进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杏滨站施
工现场，
映入眼帘的是热火朝天的施
工景象: 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
或加工钢筋，
或浇筑混凝土……
“目前处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现在工人在做的是车站中板的混凝
土浇筑。”
记者跟随施工单位中国铁
建十六局集团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 2
标段二工区项目总工程师张绪锐进入
杏滨站深基坑，
他介绍，
该站采用明挖
顺作法施工，自去年 6 月 10 日车站开
工以来，工地上每天都有约 120 名工
人，
24 小时不间断施工，目前主体施

赵龙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
完善挂钩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市
委常委要把挂钩联系各区 (开发
区) 当作自己的责任田，深度融
入、
履职尽责，
对重要工作和难点
问题及时进行调研、
协调和督办。
市政府副市长要经常调度经济运
行，帮助各部门、各行业领域、各
重点企业和项目解决实际问题。
各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既要做好
本领域经济运行的调度，又要积
极帮助各区、开发区发现和解决
问题。各区要管好自己的责任田，
不等不靠、
不拖不欠，努力把进度
往前赶，努力为全市发展多做贡
献。
（蔡镇金）

全市民营经济
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4 月 29 日上
午，全市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习近
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
国、全省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近
年来厦门市民营经济统
战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
段工作任务。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市委统一战
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毅恭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 议 指 出 ，2020 年 ，
厦门市民营经济在推进
高质量发展、帮助就业、
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等方
面做出巨大贡献，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在坚持思想
引领、强化宣传引领、聚
力政策引领等方面取得

工进度已达 75%，
预计在今年 6 月上
旬可实现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去年 12 月 31 日，杏林西路站
至杏滨站区间盾构机在杏滨站小里
程端头顺利下井，并在今年春节后
顺利始发。该项目安全总监、杏滨站
负责人王沛告诉记者，盾构机正昼
夜向杏林西路站掘进，区间左线预
计在 5 月下旬贯通。
杏滨站的施工场景只是厦门市
地铁建设热潮的一个缩影。目前 6
号线 2 标段二工区 4 站 4 区间，
有3
座车站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1座
车站在围护结构施工、1 座盾构隧
道掘进施工，其中杏林西路站主体

较好成效。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
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和工作要求，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
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的重要意义；紧密围绕
工作重点，全面落实新时
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重点
任务；全面强化组织领导，
不断提升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的能力水平，
以优异的成
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会上，湖里区、市工信
局分别就推动厦门市民营
经济工作情况做经验交
流，市工商联（总商会)向
全市广大民营企业家和所
属商协会发出《创新不问
出身 但求千帆竞发》倡议
书。
（市委统战部新阶处）

结构完成 50%、杏滨站主体结构完
成 75%、董任站主体结构完成 40%、
内茂站围护结构完成 50%，杏林西
路站至杏滨站 盾构 隧 道左 线 完成
65%、
右线完成 10%。
“通过前面建设线路所积累的
经验和技术，同时对施工方法进行
优化和调整，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
的建设不断提速提效。”项目书记吴
新法自信地说，
“虽然地铁建设的路
上困难很多，但想着为厦门打造出
一条条通畅、舒适的地下通行空间，
工人们的热情被调动起来，正加班
加点施工，
保证工程进度。”
（林钦圣 朱俊博）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 78 号华建大厦 ７ 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 256 号 -260 号 3 号厂房）印刷经营许可证号：闽（2020）印证字 354400017 号 定价：99 元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