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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5月 25 日下午，厦门市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厦

门市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情况。截至 5

月 24 日，全市各区各单位

共上报“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项目 1551 个，呈

现出各级党组织聚焦聚力、

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踊跃参

与的良好局面。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各区各部门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

史学习教育全过程，组织广

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察民

情访民意，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全市“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

断走深走实，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启动早、推进快。全市

各区各部门迅速行动，聚焦

民生领域问题，科学确定项

目清单，目前上报的 1551

个项目中既有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事要事难事，也

有事关群众利益的揪心事

烦心事，既体现出“办实事”

的作风和态度，又彰显了

“开新局”的决心和魄力。目

前，全市 6 区及部分市直部

门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

网站等方式，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项目向社

会公开承诺。

举措实、成效好。各区

各部门坚持“群众利益无小

事”，坚持从最困难的群众

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

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

围绕解决群众子女入学难、

就医难、出行难等实际困

难，察实情、出实招、办实

事，真正把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比如，市教育局推出

20 个办实事项目，今年将建

成 48 个中小学幼儿园项

目，新增学位 5 万个；市卫

健委正加快推进四川大学

华西厦门医院等项目建设，

扩建厦大附属第一医院杏

林分院，年内将新增床位

800 张以上；市建设局年内

计划保障房竣工 1 万套、目

前已完成 3103 套，计划新

增停车位 2000 个、目前已

完成 1106 个。

据悉，全市现有的 1551

个项目已完成 385 个，完成

率达 24.8%。市委成立的 8

个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

组也把指导督促“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巡回

指导重要任务，将进一步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落地落实。

下一阶段，厦门市将围

绕解决好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关键问题，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最关注的问题，民

生保障中的“急难愁盼”问

题，基层治理工作中反映

强烈的卡点、堵点问题，制

约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问

题，制约海峡两岸深度融

合发展的难点问题，服务

困难群众的平台和抓手问

题等，进一步加大重点项

目跟踪问效、工作进度督

办、典型挖掘宣传，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项目落实，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思明区、集美区、市教育

局、市卫健委、市工信局、市

公安局等在会上介绍了各

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特色亮点。

（郭睿）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八

部委共同组织专家对供应

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和

示范企业进行评审，在商务

部网站对首批 10 个示范城

市、100 家示范企业进行公

示。其中，厦门自贸片区代

表厦门入选首批全国供应

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也

是全国唯一进入该名单的

自贸试验区。同时，厦门建

发、厦门国贸、厦门象屿、林

德叉车 4 家厦门企业入选

示范企业。

此前，在 2018 年，商务

部等八部委在全国开展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厦门

自贸片区代表厦门获批省

内唯一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城市试点，厦门建发、厦门

国贸、厦门象屿、林德叉车

等多家企业入选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试点企业。两年多

来，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试点工作，建立了由市

里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

作、产学研共同参与的工作

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

得益于此前的供应链创新

试点建设，在 2020 年疫情

防控期间，厦门企业不断

整合上下游资源，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

竞争力，厦门铁矿砂、煤炭

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明

显，以供应链的稳健发展

为厦门稳外贸注入较强韧

性和发展潜能。

“此次厦门自贸片区由

试点变示范，我们将继续

跳起摸高、猛追猛冲，牢牢

抓住发展机遇，不断强优

势、补短板，大力促进供应

链向价值链高端提升。”厦

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厦门自贸片区

将加大创新力度，创造更

多“厦门模式”，坚持对标

国际先进，打造供应链资

源配置中心、供应链科创

中心、供应链金融服务中

心、供应链服务支持体系，

完善供应链治理体系建

设，健全产业供应链生态，

力争将厦门打造成为全国

供应链创新和应用示范标

杆城市。

（崔昊林玉婷厦商轩）

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黄佳畅）5 月 25日下午，厦门

市委统战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暨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厦门市委宣传

部原常务副部长林聪明作《鼓浪屿的红色历史

和思考》专题讲座。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

恭，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六巡回指导

组组长薛钟寿，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

办主任何秀珍，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宏、曾庆

军，各民主党派市委，市金联，中华职教社，欧

美同学会及统战系统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及

驻部纪检监察组、部机关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林聪明从鼓浪屿上一个个红色历史旧址

的故事中，详细梳理了党在福建省和厦门市的

早期发展历程，生动讲述了鼓浪屿地下党员感

人肺腑的斗争史，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厦门市

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认知和感悟。

会议指出，厦门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充满红色记忆的英雄城市。那些红色记忆，

是全体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学习典范和

生动教材，是激励广大统战干部砥砺前行、猛

追猛冲的强大动力。统战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要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巡回指导

组的有力指导下，用好用活本地红色资源和统

战特色资源，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把全市统一战线紧密团结在我们党周

围，凝心聚力为厦门高质量发展超越作出统战

新贡献。

网易厦门数字产业中心
落户环东海域新城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近日，网易厦门

数字产业中心在环东海域新城美峰创谷开园，

市委常委黄强、网易公司副总裁彭劲松出席开

园仪式并为中心揭牌。

网易厦门数字产业中心将通过“人才培养

-技术赋能 - 业务发展”的运营模式，整合网

易生态链资源，挖掘并培育一批瞪羚企业、独

角兽企业，这是网易公司在全国布局的首个数

字产业中心。黄强对中心正式运营表示祝贺，

他说，环东海域新城建设日新月异，已发展成

为产城人融合、宜居宜业的滨海新区、活力之

城，成为众多创业者、创新者和创造者施展才

华、追逐梦想的全新赛道。

黄强表示，当前厦门正规划在环东海域新

城建设厦门科学城，中心的落地恰逢其时。期

待网易公司凭借自身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军优

势，携手推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产品孵化和

产业生态构建，打造引领东南沿海数字经济发

展新风向的加速器和新坐标。厦门将一如既往

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网易及合作伙伴在厦发

展提供最优环境和最好服务，实现城企共赢发

展。

彭劲松表示，厦门优越的营商环境、开放

的创新创业氛围与网易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双方合作空间广阔。网易将以中心正式运营作

为全新起点，积极推介和吸引更多产业上下游

优秀企业、优质项目来厦落地，为厦门数字产

业创新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陈璐）

开启“厦门时间”
2022体博会将落户厦门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日，

2021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以

下简称体博会) 在上海正式落下帷

幕。记者了解到，2022 体博会将落户

厦门，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24 日

举办。

“作为在中国发展较为迅速的城

市，厦门的会展经济发展在全国属于

领先水平。”谈及体博会为何移师厦

门，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称，厦

门展馆的配套设施齐全，服务水平领

先，有益于展会的开展。

罗杰还谈到，从产值看，厦门是中

国运动鞋服、健身器材、网羽球类这几

大品类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头部企业

云集，参展意愿高涨。体博会移师厦门

后，还可以扩大辐射半径，兼顾海外、

港澳台。 （沈伟彬崔衎衎）

本报讯 据厦门日

报报道连接同安、翔安

的城市快速路———同翔

大道项目建设取得新进

展。5 月 23 日 21 时 30

分，随着最后一车混凝

土泵送入模，同翔大道

（沈海高速 - 洪新路）

主体桥梁工程全线贯

通，这也为同翔大道下

半年建成通车奠定坚实

基础。

同翔大道（沈海高

速-洪新路）起于沈海

高速马巷分离立交处，

路线大致呈南北走向，

终点位于洪新互通立

交，于 2016 年 7 月开

工。路线全长3.78公里，

设计行车时速 80 公里，

路幅宽 60 米，主车道双

向六车道，辅道双向四

车道。此外，全线还设主

线高架桥、分离式立交

桥3座，互通式立交桥 1

座，是名副其实的交通

大动脉。（林钦圣黄波）

厦门现有“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项目 1551 个，已完成 385 个

岛外快速路建设提速
同翔大道预计下半年通车

洪新互通立交是同翔大道的终点。（效果图）

全国人大华侨委来厦开展涉侨工作专题调研

胡友义：

让鼓浪屿成为古钢琴收藏品的“家”

印联会举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暨纪念印尼归侨回国 60 周年”

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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