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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6

月2日，厦门市举行“2021厦门人

才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围绕

“打造招才引智品牌、提升人才留

厦礼遇、展示人才发展环境”，全

市各相关单位将陆续开展 163 项

人才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厦门

城市人才品牌影响力，共同营造

引才留才敬才爱才的社会氛围。

去年 6 月，首届“厦门人才

服务月”期间全新推出“群鹭兴

厦”人才政策体系，“厦门 C 位

无限量”成为最响亮的揽才口

号。今年，市委人才办联合厦门

六中合唱团，创作厦门“人才之

歌”———《留厦的歌》，厦门也是

全国率先为人才群体创作“主题

曲”的城市之一。从 2019 年起，

厦门市每年以“百、千、万”的量

级分别引进高层次人才、柔性人

才和优秀毕业生，年均引才数量

增长率保持在 20%以上。作为

“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厦门

过去 10 年的人口增长比率、每

10 万人中受教育人口比率、适

合工作人口比率都位列全国大

中城市前列。

人才引育不仅要重视物质

上的保障，更要关注精神上的尊

重。近年来，依托“白鹭英才”服

务体系，厦门市人才政策力度持

续领跑全国，人才可“凭卡”“凭

码”享受医疗保健、交通出行、旅

游休闲、职称聘任等 40 余项服

务。据市委人才办透露，接下来

还将进一步提升“人才礼遇”，大

幅提高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标

准，优化人才服务保障细则，为

人才争取金融服务、学习提升、

安居保障方面的 10 余项优惠政

策。人才服务月启动仪式上，市

委人才办还联合金圆集团启动

福建省首只人才创业基金———

“厦门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基

金”，设立 3亿元人才创新创业

基金，并配套 2 亿元担保支持，

更好地为人才成长保驾护航。

据了解，2021 厦门人才服

务月将聚焦“招才引智”和“建设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创新基地”这两项中心任务，积

极搭建平台，集中开展 38 场推

介及招聘活动，集聚海内外人

才；发布“2021 厦门金砖创新基

地人才赛道暨留学人才创新创

业大赛”，以人才质量优化带动

环境指数提升。（黄怀杨鸿杏）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5

月 31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党史

学习教育部领导班子专题读书

班暨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开

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

恭作开班动员讲话。

张毅恭指出，要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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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

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任

务，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丰富营

养，追寻初心使命，坚定为民

情怀，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为促进统战工作守正创新，为

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增添精神

动力。

张毅恭强调，一要把准政

治方向，真正做到带着问题学、

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切实

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要

淬炼党性修养，扎扎实实上好

党史学习这一课，切实将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不忘初心

使命、加强党性修养的具体实

践和责任担当；三要开创发展

新局，树牢“抓经济促全局”理

念，切实增强服务群众、助推发

展的真本领，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干劲争先进位、猛追猛

冲，把所学、所思、所悟用到“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来，

真正把“人民至上”刻写在广大

统一战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之中。 （谭心怡）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办的

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现

场会在苏州召开。会上，厦门市

18 个指标全部获评“全国标

杆”。其中，纳税、跨境贸易、办理

建筑许可、执行合同、保护中小

投资者、登记财产、开办企业、市

场监管、获得电力、获得用水用

气、获得信贷、政府采购、劳动力

市场监管、包容普惠创新等 14

个指标进入全国前十。

记者了解到，厦门积极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多年来在全

国大中城市营商环境排名中保持

在前列水平。优越的营商环境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厦投资兴

业。当前，厦门实施“一件事一次

办”集成改革，将涉及 51 个审批

部门和服务机构的 206 个事项整

合为 57 个“一件事”，实现“一次

办”、就近可办，实施以来服务窗

口延伸至全市131个便民服务站

点，办件量 630210 件，办理时间

压缩66%，申请材料减少55%。

厦门采用一站集成、刷脸实

名认证、社会化建站等方式，在

24 小时便利店、企业园区、大型

酒店、基层便民服务站等人流密

集场所部署近 400 台“e政务”设

备，14 个政府部门的 121 项政

务服务事项可在自助终端就近

办理，被誉为“家门口不打烊的

办事服务厅”。

厦门还率先全省实现民商

事案件“调、立、审、执”、诉讼费

交退全流程网上办理，“全在线”

诉讼平台获评全国法院“‘微服

务’卓越奖”。成立全国首个全市

一体运行的诉非联动中心，推动

全市 38 家平安综治责任单位对

接联动，2021 年 1-4 月，诉前化

解纠纷 4574 件。

在推进跨境贸易上，近年来

厦门率先全国推出口岸提效、降

费、促便利等“组合拳”，大举提

升了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厦门自

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厦门

已形成了“政府主动降费、市场

阳光收费、行业协同规费、信用

红利护航、监管创新便利、智慧

服务提效”的实践经验。下一步，

厦门将借鉴国内其他城市先进

经验，进一步改革创新、补齐短

板，持续提升厦门跨境贸易营商

环境，助力更高水平建设“两高

两化”城市。 （叶子申）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国

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与厦

门市工商联日前携手开展 2021

年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春雨润

苗”专项行动，推出“惠苗政策

进万家”“助苗服务优体验”“护

苗成长促发展”等 3 大类主题

12 个方面共 32 项行动措施，为

小微企业“送政策、优体验、助

成长”。

据介绍，开展“惠苗政策进

万家”减税降费政策“百日”宣

传活动，致力提升社会协同度、

政策关注度、内容知晓度和办

理熟练度；开展小微企业“助苗

服务优体验”互动体验日活动

则致力优化办税缴费服务，体

验“全程网上办”、优化领票开

票服务，体验“专票便捷开”、优

化减税账单服务，体验“红利一

单清”；而持续开展“护苗成长

促发展”活动，则聚焦诉求响

应，持续疏导促遵从、聚焦重点

行业，持续施策助成长、聚焦税

银互动，持续创新易融资、聚焦

企业发展，持续优化增动力。

此次厦门推出的 32 项行动

措施中，有许多是在税务总局基

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打造具有

本土“基因”、富有自身特色的

措施，如聚焦企业生命成长周

期，结合厦门实际，推出“春雨

润苗创业快线”主题全景公交、

“惠苗政策进万家”微信有奖问

答以及主题创意短视频征集活

动等，通过税务机关和工商联的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渠道及

现有《商汇》杂志等传统媒体渠道

联合加以推广，提升政策关注度。

（杨伏山辛欣刘贤贤）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历

时 5 年建设的厦门市重点工程

第二西通道 (海沧隧道) 通车在

即，近日记者驱车实地“探班”。

目前，整体工程完成进度已达

99.9%，隧道内双向六车道，长

6.3 公里，限速 80km/h，道路畅

通情况下 5 分钟可以通过隧道。

据悉，海沧隧道预计本月中旬正

式通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隧道内部

施工已结束，工人正在进行消防

设施、机电设施的调试以及隧道

护栏、装饰板的边角部分修整。

海沧隧道兴湖路出口端的墙面

上有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

大桥等厦门特色建筑物以及骏

马和人物白色浮雕；海沧出口端

为一片彩色植被造型的“彩虹

墙”，十分美观。

厦门第二西通道（海沧隧

道）起自海沧大道和马青路交叉

口东侧，止于厦门石鼓山互通立

交东，全长约 7.1 公里。其中，海

沧隧道长约 6335 米，超过翔安

海底隧道，建成后将是全省最长

的海底隧道。 （张玲玲）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6

月 1 日，第十七届海峡旅游博

览会和第七届中国(厦门)国际

休闲旅游博览会 (简称“旅博

会”)发布会在厦门召开。两展定

档 6 月 18 日至 20 日，举办地

点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据介绍，两展计划联合展

出面积 50000 平方米，展位预

计 2000 个。展会采取场内场外

活动相结合方式，主要活动概

括为“2+3+4+N”，即两个精品

展会、三个主题论坛、四大旅游

推介活动。

此外，还有多项配套活动，

包括主宾省市推介活动、2021

闽西南(国际)游客节、第八届建

旅老年旅游节、厦门旅游线路

产品热卖会、各展商推介表演

等，将打造区域交流合作的品

牌旅游盛会。

届时，浙江、宁夏、重庆、黑

龙江等国内 15 个省市自治区

组团参展，西藏昌都、新疆昌

吉、甘肃临夏等原对口帮扶脱

贫地区也将参展，省内各地市

文旅局也悉数参展。今年，台湾

各大公协会代表将继续“云”参

会，台湾馆内还将首次设置台

青主题区，进行特色文创旅游

商品热卖。国际休闲旅博会的

国际方面，泰国、韩国、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官方机构已确认参

展，法荷航、土航等境外旅游企

业将由驻华工作人员代表参

会。 （陈翠仙）

厦门市委统战部举办
领导班子党史专题读书班
暨处级以上干部专题培训班

厦门推出 32 项硬举措服务小微企业

旅博会将于 6月 18 日登场
15 个省市自治区组团参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厦门 个指标获评“全国标杆”

厦门市侨联召开十六届六次全委会议

铁肩担道义妙手做文章
———记归侨作家、侨务工作者

陈慧瑛

纪念著名侨胞、集美校友

施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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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陆续开展 163 项人才主题活动，营造引才留才敬才爱才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