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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五项工作获国办通报表扬

赵龙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参观点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5月
9 日下午，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
龙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参观点。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
话精神，
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用好
地方党史资源鲜活教材，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扎实深入开展。
来到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
发源地何厝小学，
赵龙参观了
“英
雄小八路”
纪念馆，
聆听少先队员
们声情并茂讲解英雄小八路的故
事。他对小讲解员说，
希望新时代
青少年大力弘扬红色基因，学习
英雄小八路精神，
永远跟党走，
当
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接班人。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纪念馆，赵龙认真了解史料展呈
情况，
重温儿童团、
少先队参与革
命运动的历史。赵龙要求，
要整合

提升
“英雄小八路”
纪念馆和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纪念馆的史料资
源，
进一步丰富展览方式，
讲好英
雄小八路的故事，使之成为全国
少先队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
阵地。
厦门破狱斗争旧址作为福
建省党史教育基地，今年以来迎
接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参观学习
的党员干部群众。赵龙认真聆听
破狱斗争历史，详细察看旧址保
护和使用情况，要求进一步做好
地方党史宣讲，用好地方党史资
源，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丰富的
滋养。赵龙还调研了厦门总工会
旧址，学习厦门工人运动历史，
了解总工会旧址的修缮情况，要
求用好这个福建省工人运动红
色教育基地，以史为镜、以史明

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赵龙指出，厦门是一座具
有光荣革命传统、充满红色记
忆的英雄城市，要发挥好地方
党史资源优势，创新形式手段，
丰富渠道载体，广泛开展宣传
宣讲。要利用特色资源，打造红
色旅游精品，把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到群众性文化活动，创作
推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党史
题材文艺作品，激发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浓厚情感。要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推动工作、为群众办
实事结合起来，把“再 学 习、再
调研、再落实”活动融入党史学
习教育中，真正做到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市领导蔡建新、
倪超、
黄文辉、
李辉跃分别参加调研。（蓝碧霞）

本报讯 5 月 4 日下午，厦门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集美校
委会主任张毅恭到陈嘉庚纪念
馆调研检查节日期间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参观
“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展览。张
毅恭强调，一是持续宣传弘扬
嘉庚精神。要突出重点、抓住特

色，在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
100 周年相关活动中，着重讲好
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并
组织好本单位的党史学习教育。
二是注重强化软件提升。鳌园、
陈嘉庚纪念馆要继续保持在设
施建设方面的良好基础，持续加
强队伍建设和专业能力建设，在

业务素质、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
进一步提升。三是加强日常安全
管理。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同
时，
要特别注重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工作，按照规定要求，把工
作措施、具体要求逐项落实到
位，确保景区、纪念馆运转安全
有序。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日
前，全国首个传统集装箱码头全
智能化改造项目取得新进展：海
润码头智能轮胎式龙门吊投入生
产作业。经改造后的龙门吊，
除了
从卡车上抓、放箱时需人工监控
调整外，其余如场内行走、堆叠
箱，
均由智能系统自动完成。
5 月 11 日，记者在海润码
头远控中心龙门吊远程操控台
前看到，生产系统在发送一条进
箱作业指令后，堆场中的一台龙
门吊开始自动运行、准确到达集
装箱卡车上方。此时，龙门吊司
机看着电脑屏幕，微调操作手
柄，完成精准对位；随后，这个长
12 米、宽高都超过 2.3 米的 40
尺集装箱，被龙门吊稳稳抓起，
再自动堆放到指定位置……
“比之前真的是轻松太多
了，就是抓、放箱时介入一下，其
它动作，比如龙门吊的大车行
走，起重小车、起升机构运行，都
是系统控制下自行完成。”司机
林振说，最关键的是，原来要他
坐在离地面 18 米的驾驶室里低
头弯腰操作，如今坐在办公室的
远程操控台前、对着电脑屏幕，
就可以远程操作，未来随着改造
铺开，他一人可操作 4 台以上的
龙门吊，
作业效率将成倍提升。

海润码头智能化龙门吊投用

将享受国家政策、
资金等系列奖励支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
门五项工作获国务院办公厅通
报表扬，将享受国家政策、资金
等系列奖励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
报，对 2020 年落实稳就业保民
生、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
新驱动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取得明显成效的全国 216 个地
方予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 30
项奖励支持措施。其中，福建 12
个地方工作成效明显得到通报
激励，2021 年将享受国家政策、
资金等系列奖励支持。厦门共有
5 项工作“上榜”
。
根据通报，厦门市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
会反映好。市场监管总局将优
先选择厦门市为企业登记注册
便利化改革、企业年报制度改
革、社会共治、企业信用风险监
管、大数据监管、信用修复等商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工
作的试点地区；优先授予外商
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权限；在国
家广告产业园区认定中优先给
予支持。
厦门市湖里区财政预算执
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国库库
款管理、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
用、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
成情况好。财政部将利用年度预
算中单独安排的资金，给予湖里
区不低于 1000 万元奖励。
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在推动“双创”政策落地、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融通创新、
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
创”发展生态、打造“双创”升级
版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尝试、
成效明显。国家发改委将对厦门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优先支
持创新创业支撑平台建设，在中
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等方面予以
重点倾斜；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
创新创业项目，优先推介与国家
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
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对接；
优先支持区域内创新创业成果
在全国“双创”活动周主会场重
点展示；优先支持举办“创响中
国”等重大活动，宣传推广形成
的好经验好做法。
厦门市促进工业稳增 长 和
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
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安排，制造
业单项冠军及其他示范项目、示
范企业、示范平台评定等方面，
对厦门市予以优先支持。
厦门市海沧区大力培 育 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色优
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
业基础雄厚。国家发改委会同有
关部门，支持海沧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建设，优先将重点项目
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储备库、
给予较大额度和较长期优质信
贷支持，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等创新平台申报中给予名额
倾斜，推动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基金优先在海沧区设立
子基金。
（刘艳）

海沧隧道计划 6 月正式通车

这一刻来之不易。作为堆场
内的重要生产设备，龙门吊可谓
庞然大物，其高 25 米、宽 13 米，
使其在集装箱密集堆叠的堆场
内自动运行，是一大考验，同时
技术人员还要面对“四绳、两驱”
轮胎式龙门吊的吊具精准定位
等业内公认难题。厦门集装箱码
头集团项目团队历经数月努力，
围绕技术、安全、操作流程等细
节多方探讨，对龙门吊作业的每
一个动作进行深度剖析、精准施
策，成功啃下“硬骨头”
，实现智
能龙门吊在堆场内全自动放箱，

堆叠精度和效率完全不输人工
操作。
据悉，
今年年底，
随着智能生
产系统上线，
岸桥、
龙门吊智能化
改造完成，
5G 无线通信等悉数投
用，
海润码头将实现全作业流程
智能化，达到“提质增效、绿色创
新”的预期目标。未来，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将不断加快推进传统
集装箱码头全智能化转型升级，
为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提升营商
环境、推动厦门国际航运中心和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徐景明 李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海
沧隧道(厦门第二西通道)目前已
完成施工总量的 95%以上，
顺利进
入收尾阶段，
预计 6 月正式通车。
海沧隧道穿越厦门西海域，
连接海沧区和湖里区。5 月 10 日
上午 9 时，记者在海沧大道与马
青路交界处附近的海沧隧道海
沧端入口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
施工连接线路面，位于洞顶的
“海沧隧道”四个大字蒙着红布，
等待通车时刻。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
乘车从海沧隧道右洞前往岛内
湖里区。行车途中，隧道内灯火
通明，违章抓拍电子眼已经进入
工作状态，通风机全力运转，每
隔一段距离就有工人进行收尾
施工。“现在整个隧道的施工组
都在全力冲刺，全线共有 500 余
名工人。”厦门路桥工程公司海
沧隧道项目管理人员林潇说。
十余分钟后，记者乘坐的车

辆顺利穿越海底进入岛内。与海
沧端一侧“单进单出”不同，湖里
端共有三个出口，第一个出口连
接华泰路并入湖里大道；第二个
出口则与兴湖路连接，车辆驶出
后并入石鼓山立交；最后一个出
口在火炬北路，它也是隧道在岛
内一侧的主出入口，衔接高崎立
交，可通往枋钟路、高崎机场区
域及成功大道。
“经海沧隧道出岛的话，车辆
可通过火炬北路主入口和兴湖
路匝道入口驶入隧道。出隧道
后，往马銮湾、新阳，都是比较近
的。”林潇说。
记者了解到，按照施工 进
度，海沧隧道接下来将集中开展
洞外绿化、防撞护栏安装、遮光
棚焊接、隧道内路面沥青铺设以
及防火板安装等多项作业，预计
本月底能够全部完工。届时，海
沧隧道将具备通车条件。
（卢剑豪 洪恬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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