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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5月

18日上午，厦门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在华侨博物院参观“理想照耀

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开展现场党史

学习教育，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福

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赵龙强

调，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意识，切

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陈家东、魏克良、

陈秋雄等市各套班子领导参加。

“理想照耀中国”主题展分为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两个部分。在“开天辟地”展厅，

市领导在一幅幅历史照片前驻足

细看，听取介绍，重温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历史背景及过程。“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集中展示了我们党

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熔铸

锻造的伟大精神，市领导透过一个

个历史事件、一个个英雄人物，深

入领悟每一种精神的丰富内涵与

现实意义。随后，市委常委结合学

习和工作实际，交流心得体会。大

家表示，通过对党的历史进程、伟

大精神的现场学习，进一步领悟中

国共产党诞生并领导中国人民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中

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

命，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赵龙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

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要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的精

神滋养。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

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

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深刻领悟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马

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

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正确性，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

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以学

习党的历史为重点，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通过对照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谱系，赓续精神血脉，传

承好弘扬好党的伟大精神，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

赵龙强调，厦门是一座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充满红色记忆的

英雄城市, 地方党史资源丰富,是

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

源。各级党组织要用好红色资源，

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

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

年思想道德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

群众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永远听

党话、永远跟党走。

赵龙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提

高思想站位，立足实际、守正创

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党史学习

教育各项任务。要统筹兼顾，把党

史学习教育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紧密结合、一体推进。要示范引

领，各级主要领导要强化责任落

实，率先学深悟透、率先示范，不

断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要

重点突破，抓紧抓实理论学习、宣

传宣讲、实践活动、方式方法创新

等工作。要从严从实，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真学、真懂、真

通、真干，务求实效。

赵龙强调，要始终把党史学习

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强化公仆

意识和为民情怀，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推动解决群众关注的就业、

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民生问

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

成效，把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要求落到实处,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超越，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理想照耀中国”主题展由市

委统战部联合市委市直机关工

委、省委党史方志办主办。展出半

个多月以来，已有 200 多个团体

前往参观。 （蔡镇金）

本报讯 （记者 黄佳畅）5 月

14 日，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张毅恭带队赴同安区开展调

研，先后走访固克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宜施德实业有限

公司等企业，了解企业发展现状

和企业用工情况，并赴现场调研

同安洪塘新厝村董厝里征迁工

作。

在固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张毅恭详细了解企业的经营

情况和下一步经营思路。张毅恭

表示，固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对企业而言是重大事项，

希望市直和同安区有关部门靠前

做好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厦门宜施德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向张毅恭一行介绍了公司重

大项目及与厦门建发、上海佰融

等大型企业的合作情况。张毅恭

仔细询问企业用工情况，指出企

业应给予员工更多关心，推出相

关措施鼓励生产、留住人才。张毅

恭表示，将持续关注企业发展动

态，有关部门要多关心企业重点

项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

遇到的难题。

张毅恭一行还调研了同安洪

塘新厝村董厝里征迁工作。张毅

恭对洪塘镇创新征拆工作机制，

全力推动项目在一线谋划、问题

在一线解决、措施在一线落实的

做法和成效表示充分肯定，鼓励

大家要抓紧时间，认真把关，积极

动员群众配合，争取早日完成征

迁工作。

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

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永东，副部长

曾庆军，民革市委专职副主委兼

秘书长周文勇，同安区委副书记

李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进

柱，副区长林郁香及市委统战部、

民革市委、市资源规划局、市金融

监管局等单位相关人员陪同调

研。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记

者从轨道集团获悉，轨道交通 3

号线（厦门火车站至蔡厝站段）顺

利通过竣工验收。此次验收通过

将为轨道交通 3 号线顺利开通运

营奠定坚实的基础。

日前，轨道集团组织召开

了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厦门火

车站至蔡厝站段）竣工验收会。会

议邀请了市地铁办、市交通局等

相关主管部门以及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单位

参加，并成立了竣工验收委员

会。

竣工验收委员会听取并审查

了项目建设执行情况、试运行总

结、设计工作质量、勘察工作质

量、施工质量自评和监理工作质

量等工作报告，并分别进行了验

收检查。

经审查，竣工验收委员会一

致认为，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厦

门火车站至蔡厝站段）达到设计

文件及标准要求，满足城市轨道

交通初期运营的要求，工程验收

通过。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对本

次竣工验收进行全程监督，认为

本次验收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

行验收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标准文件要求。

据悉，接下来轨道交通 3 号

线工程将迎来初期运营前安全评

估。

轨道交通 3 号线工程（厦门

火车站至蔡厝站段）全长 26.4 公

里，设车站 21 座(岛内车站 12 座，

岛外 9座)，连接厦门本岛与翔安

片区。 （林钦圣朱俊博）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5 月 17 日，厦门市发改委对外

通报称，1 月 -4 月，厦门市

111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计划投

资 198.8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281.4 亿元，超同期投资计划

82.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 44.1%，超序时进度 10.8 个

百分点。从各行业完成情况来

看，产业项目、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分别完成投资 119.2 亿

元、139.6 亿元、22.6 亿元。

产业项目加速建设，其

中 ， 天 马 第 6 代 柔 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主厂

房封顶；亿联网络总部大楼项

目封顶；太保家园厦门国际颐

养社区项目桩基工程、土方工

程、基坑支护工程全部完成；

翔安中航锂电 A6 项目设备安

装、调试，开始试生产。

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快马加

鞭建设，其中，轨道交通 4号线

软三东站至蔡厝段 7个盾构区

间、3个矿山区间、7个明挖区间

开累完成 100%，厦门北站至蔡

厝站全线双线贯通；集美污水

处理厂四期工程桩基施工、土

方开挖已完成、生化池主体已

完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上水

库大坝填筑完成。

备受市民关注的社会事

业项目也有序推进。其中，新

体育中心项目Ⅰ标段南北巨

拱 3000mm 施工段已浇筑完

成，拱脚腹杆吊装完成 100%；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

支护桩已完成，正在进行土方

开挖；厦门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新校区项目已完成施工招标，

正在进行场地临设施工。

（张玲玲沈栋晔林文楚）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日前，福建省文物局公布了本

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

厦门经核定公布的可移动革

命文物共 6 件（套），均收藏在

厦门市的博物馆内，分别是厦

门市博物馆收藏的 1940 年德

化窑“胜利第一”题款瓷茶壶、

民国厦门市儿童救国剧团铜

徽章、厦门儿童救亡剧团肩

章、民国刘惜芬用过的注射器

（附铁盒）；同安区博物馆收藏

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党党徽椭圆形木印章、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

烈士陈仙查使用的蘸水笔。

记者从厦门市博物馆了

解到，藏于该馆的这批革命文

物除 1940 年德化窑“胜利第

一”题款瓷茶壶外，其余 3 件

（套）都陈列在“厦门历史陈

列”展厅，市民游客可免费参

观。厦博还计划于近期举办红

色专题展览，届时会将这 4 件

（套）革命文物统一对外展出。

（郭睿黄婧郑婷楠）

厦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到华侨博物院观展

1 月 -4 月
厦门111个省重点在建项目建设提速

福建省公布首批革命文物名录
厦门共 6件（套）入选

福建法院涉台司法交流研究

（厦门）中心揭牌成立

一家六位侨联常委、两位政协常委

———记归侨赵天助家族的故事

第十二届爱心书画展

暨海峡两岸青年交流书画展

在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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