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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

日，福建省发改委发布了 2021 年

333 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达

7239 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

电子信息和数字产业、先进装备

制造、石油化工、现代纺织服装、

现代物流、旅游等六个主导产业

项目 178 项，总投资 4641 亿元。

厦门共有9个招商项目入选，

涵盖电子信息和数字产业、先进装

备制造、特色现代农业与食品加

工、冶金等多行业。其中，厦门翔安

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厦门翔安新

经济产业园项目、厦门电子城·国

际创新中心项目、厦门软件园三期

项目、厦门新经济产业园新锐产业

项目等 5个项目入选电子信息和

数字产业重点项目；厦门翔安莲河

航空工业区产业项目、厦门集美先

进装备制造项目入选先进装备制

造重点项目；厦门“康妈妈”科技农

业园项目入选特色现代农业与食

品加工行业重点项目；厦门海峡黄

金珠宝产业园项目入选冶金行业

重点项目。 （王温萍）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7 月 2 日下午，厦门市委

统战部部务会（扩大）会议

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议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开展集

中学习研讨，部署贯彻落实

措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张毅恭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部班子成员要走前

头、作表率，各单位、各处

（室）、各支部要紧跟布置，

细化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

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

厚氛围，加强督促检查，切

实做到工作任务具体化、项

目化、清单化，特别要注重

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

治引领，迅速在全市统一战

线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大

热潮；要逐字逐句、原原本

本地全面学、深入学、反复

学，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真正

做到学深悟透、真信笃行；

要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不

断强化作风建设，增强担当

作为意识，按照市委全会部

署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

法宝作用，紧紧围绕招商引

资、金砖创新基地建设等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凝心聚

力，为厦门市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超越贡献统一战

线智慧和力量。 （何无痕）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打造全国首个海洋碳汇
交易服务平台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为充分发挥厦门

发展海洋碳汇的独特优势，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厦门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近日设立了全国首

个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与国内海洋碳汇领

域的院士团队合作，有序开发海洋碳汇方法学

体系，创新开展“蓝碳”交易，进一步发挥海洋经

济与绿色经济融合发展的叠加效应，争取打造

两岸海洋碳汇交流合作的新平台、新机制。

根据市委关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要素市

场的有关精神，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探索建立厦

门市碳中和登记、查询、交易、托管、融资、披露、

培训等在内的“一站式”绿色要素综合服务平

台，创新机制为厦门要素便利流动提供制度保

障，助力厦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本着

“数字要素化、要素数字化”的核心理念，厦门产

权交易中心通过签订数字化战略合作协议，逐

步以数据跑腿替代人工跑腿，探索运用区块链

技术，以数字化为抓手推动绿色要素市场建设。

中心不断创新“互联网 + 交易”的数字化应用

场景，租赁权交易金额位居全国第四，完成了绿

色建筑使用权交易金额 2.85 亿元，成功促成了

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创业园 3.1 万平方米光伏

绿色能源建设场地使用权交易。

未来已来，“赶考”将至。下一步，厦门产权

交易中心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围绕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这一目标，以

绿色金融为切入点，以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

服务平台为核心，进一步提升与金融机构的集

成合作，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助力厦门蓝碳经济

发展，以“赶考”的姿态力争开启新篇章、跑出新

速度、彰显新作为。 （刘艳）

庆祝申遗成功四周年
鼓浪屿世遗图片展登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7 月 8 日是鼓浪

屿申遗成功四周年，“百年建筑 魅力世遗———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图片展”7 月 6 日在厦门

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开展，庆祝申遗成功

四周年。展览将持续至 7月 30 日。

此次展览共展出图片 40 幅，展现鼓浪屿近

千栋历史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既包括医院、教

堂等公共建筑，也有大量私人住宅、园林。据介

绍，走近建筑品读历史是了解鼓浪屿的重要方

式之一。百年前各类中西建筑元素在岛上交汇，

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建筑精品，其中数量众多的

“厦门装饰风格”建筑一目了然地呈现出不同文

化交流碰撞后的新创造，展示出那个时代风行

一时的审美趣味。鼓浪屿百年建筑见证了近代

中国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与创新，它们既是鼓浪

屿展示人文魅力的价值载体，也是鼓浪屿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 （林路然）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

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学习强国”厦

门学习平台上线一周年之

际，“学习强国”地铁专列 7

月 5 日在厦门地铁 2 号线

正式亮相，计划开通一个多

月。据悉，这是继今年 5 月

“学习强国”主题公交开通

后，厦门学习平台进行宣传

推广的又一举措。

6 节车厢以红色为主色

调，金色为辅助色，以“奋进

新时代驶向新征程”为主题，

分别展示“新思想在厦门”

“党史学习教育”“两高两化”

建设等“学习强国”厦门学习

平台的特色频道，及展示“百

年·百篇厦门党史文献联展”

“踏寻厦门红色足迹”“名师

语文荟”“非遗风采”等精品

策划。车厢内，“学习强国”

APP二维码随处可见，方便

市民扫码下载学习。

“作为一名党员，‘学习强

国’是很重要的学习阵地，我

每天都会打开学习。”乘客

颜先生说，一上车他就发现

车厢与寻常的不同，看见熟

悉的“学习强国”标志，觉得

很亲切。乘客刘先生是一名

银行业者，有着 11 年党龄。

他表示，“学习强国”上有许

多值得一看的内容，每天学

习很多知识。

列车上，志愿者们与乘

客进行线下版的“挑战答

题”，连续答对的乘客可获

得“学习强国”周边产品。

“此次‘学习强国’地铁

专列的运行，将让更多的人

直观地了解‘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感受‘学习强国’强

大的魅力，增进学习热情。”

主办方介绍，之所以选择在地

铁2号线上开通“学习强国”专

列，是因为这是一条连接厦门

市岛内思明区、湖里区和岛外

海沧区的跨岛公共交通干

线，途经厦门市政府、海沧

区行政中心、马銮湾新城、

五缘湾商务区、软件园二期

等多个地点，乘坐人群极富学

习热情，学习能力强。（雷妤）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在不久的将来，厦门将出现一

座较具规模的海上歌剧院，观

众可以在此一边领略海上美

景，一边欣赏精彩演出。

近日，厦门市发改委发布

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二十批市

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

通知，环东海域新城文体公建

群又一项目———厦门环东海

上歌剧院赫然在列。而就在数

日前，厦门环东海上歌剧院勘

察招标信息发布。

据悉，海上歌剧院项目位

于环东海域新城丙洲岛，总用

地面积 35266.35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34800 平方米，建设

内容为海上歌剧院（露天观众

席约 5000 座），总投资约 4.37

亿元。根据之前项目的报建信

息可知，该歌剧院计划年底开

工，2024 年 12 月建成。

除海上歌剧院外，环东海

域公建群还将建设旅游度假

酒店、厦门市美术馆和文化综

合中心城市地标性建筑群等

诸多项目。

厦门将建海上歌剧院的消

息引发关注。据了解，珠海大剧

院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建设在海

岛上的歌剧院，由一大一小两

组“贝壳”组成。深圳也规划建

设海上歌剧院，选址于南山区

蛇口半岛滨海休闲带，将打造

深圳艺术文化新地标和深圳市

民艺术客厅。 （叶子申）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

报道一个红色资源参观

点，一条红色旅游线路，

就是一堂“行走的党课”。

日前，厦门市文旅局联动

高德地图将 50 个红色旅

游资源参观点标注在电

子导览导航图上，同时用

40 个红色资源参观点连

成 10 条红色旅游线路向

社会各界推出。

厦门市文旅部门从

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

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单

位和各区选送的保护点

中进行挖掘梳理，以“红

色遗址”“初心使命”“红

色街区”“特区实践”“乡

村振兴”五个主题，遴选

出军营村高山党校初心

使命馆、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广场、厦门海堤纪

念馆、深田图强文史馆、

马塘精神主题馆、大宅

村、顶村等参观点。百年

党史是一部浩瀚如烟的

大书，“星火燎原·红色

记忆”“高山党校·红色

军营”“特区蝶变·华侨

足迹”“英雄三岛·‘8·

23’遗迹”等 10 条红色

旅游线路，连接起厦门

岛内外各个红色地标，让

人们去触摸其中无数鲜

活的细节，守望一代代共

产党人用奋斗和牺牲立

起的精神丰碑。

（林泽贵彭军）

旗帜鲜明讲政治 学深悟透真信笃行

厦门发布 10 条红色旅游线路 厦门将建一座海上歌剧院
总投资约 4.4 亿元

“爱我中华”福建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

2021 年毕业联欢晚会在厦门举行

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热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厦门市召开各民主党派庆祝

中国国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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