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在“十四五”规划和数字

中国建设全面推进背景下，

如何打造安全、开放、包容

的可信生态，推动金融数字

化平稳转型、加速赋能？由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

CA）、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

传年主办的“聚合新生态·

共享新安全———2021 数字

化转型生态大会”7 月 9 日

在厦门举行，相关主管部门

负责人、银行与企业高管在

内的近 500 位嘉宾齐聚鹭

岛，共商新时代金融开放生

态、合作共赢之策。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是由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建的

国家级权威电子认证机构。

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传年

是该中心联合多家银行共

同发起的金融行业大型公

益服务平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金融行业要稳妥推进金

融科技发展、加快机构数字

化转型。本次大会重磅发布

的“CFCA 开放生态战略”

积极响应这一要求。CFCA

董事长、总经理胡莹表示，

未来金融必将依托数字生

态进行更高效、更普惠、更

绿色的运转。确保系统稳定

性，挖掘内生数字动能，科

技赋能普惠金融、绿色金

融，推动产业生态协同发

展，将是“十四五”期间银行

业发展重中之重。中国银联

执行副总裁涂晓军指出，

CFCA开放平台将与银联云

和银联开放平台形成相依

并存、耦合发展的生态共同

体，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业

务、技术和服务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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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7月 13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赵龙会见了前来厦门市访

问的22国驻华使节团。中国

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红

波、市长黄文辉参加会见。

赵龙向驻华使节团访问

厦门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厦

门市情，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

赵龙说，习近平主席在厦门

工作三年，直接领导和推动

了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

改革实践，为我们创造了宝

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

实践成果。多年来，厦门沿着

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一

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推动这座城市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厦门也因

此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

地、萌发地、实践地。如今的

厦门，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

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和“高颜

值的生态花园之城”。厦门的

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所走过历程的一个缩

影，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

厦门这样因改革开放而兴、

而强、而美的城市，这是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结果，是改革开放

的成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当前，厦门正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的

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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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

建篇章贡献厦门力量。

赵龙表示，厦门是改革

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也

是厦门的重大使命。广迎天

下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宾至

如归”，希望各位使节在厦门

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愿厦门

给诸位留下美丽的、深刻的

印象记忆。各位使节还要到

福建其他城市访问，大家一

定能够遇见各具特色的城

市，感受到各具特点的发展

进步，在福建看海看山，别样

的山海情，一定能够拉近彼

此之间的距离，促进各领域

交流合作更加深入拓展。

吴红波表示，福建省是

习近平主席工作过 17 年半

的地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孕育地和实践地，习主席亲

自领导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战

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探索，引领福建发展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习近平主席曾

经在厦门这片充满激情的热土

上，与广大经济特区的建设者

并肩奋斗，开启了一系列改

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保

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生动实

践，让厦门成为全国独具特

色的经济特区。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这

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7

月，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参

访福建，将走访 5个城市，厦

门是第一站。希望各位使节

通过本次访问，更多了解福

建故事、了解厦门故事，更多

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故事，认识一个真实、立

体、全面、丰富的中国，并推

动各国与福建、厦门的合作。

代表团以萨摩亚驻华大

使塔普萨拉伊·托欧玛塔为

团长。使节们积极评价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 40年来，取得

的巨大成就。大家表示，厦门

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从厦门

这个窗口可以更好地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

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造福了

中国人民，也为其他国家提

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意义。

愿充分发挥桥梁与纽带作

用，进一步加强各国与厦门

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市领导陈秋雄、孟芊、林

建参加会见。 （蓝碧霞）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历经

27 个月的奋战，福厦高铁

新大顶山隧道于 7 月 12

日 10 时顺利贯通。至此，

福厦高铁正线隧道全部贯

通，为全线开通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

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

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跨海

高铁，其中新大顶山隧道位

于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与

长乐区营前镇境内。隧道全

长 4054 米，最大埋深 187.5

米，系设计行车时速 350 公

里的双线高铁隧道。

据介绍，新大顶山隧道

所处地层地质条件复杂，穿

越多个断层及节理密集带，

其中四级以上围岩占比超

24%，且施工进场条件差，给

施工造成较大困难。建设与

施工单位运用了近 20 项信

息化手段，并结合光面爆破

技术，大幅降低了对围岩和

断层的扰动，确保了施工安

全和工程质量。

福厦高铁是中国“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福

州，途经莆田、泉州，南至厦

门、漳州，全长 277.42 公里，

计划 2023 年具备开通运营

条件。这条铁路建成通车

后，福州至厦门的铁路运行

时间将缩短至 1 小时，厦

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

角”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对于促进东南沿海城市群

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珺李翔）

厦企快商通
连续四年上榜

AI 商业落地百强企业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7 月 7 日至 7

月 10 日，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委主办

的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

圆满举办。会上，亿欧智库发布《2021 中国

AI 商业落地市场研究报告》及 AI 商业落地

百强企业系列榜单。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研

发与应用落地能力，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快

商通连续四年上榜。

作为智能对话领域的先行典范，快商通

将以知识图谱为核心的认知智能能力与自

然语言理解能力融合，推出新一代智能人机

对话平台KICP，让企业在零代码、低成本的

前提下，搭建智商情商“双商”在线的企业级

对话机器人，如针对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智能

回访、智能客服机器人，针对金融保险领域

的智能投顾、保险代理机器人等。

记者了解到，快商通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9年，在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领域积累

了 500 余项专利，拥有 115 亿条行业语料与

近百个行业千万级知识图谱，算法模型总数

超过 300 个。

用 AI 赋能产业营销智能数字化，快商

通将发挥技术与行业服务优势，为企业搭建

数字化转型“底座”，为更多行业提供场景

化、数字化的智能人机对话服务。 （陈璐）

厦门两家医院
获批国家试点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联

合下发《关于第二批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

有关事项的通知》，福建 4 家医院正式获批

第二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其中厦

门市有 2家。

此次获批的第二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试点项目共有 16 个，福建的四家医院分别

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中心

福建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市儿

童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厦门医院。

下一阶段，厦门市发改委将协同市卫健

委等部门，以此次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

复旦儿科厦门医院项目纳入国家新一批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加

大与高水平输出医院合作力度，按照“地方

政府真支持、输出医院真心干、输入医院真

配合”的要求，更大力度更高水平推进区域

医疗中心试点建设，力争将厦门打造成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的典范和跨省紧密

型医联体合作的标杆，为健康中国战略作出

更大贡献。

具体来说，厦门市将全力落实川大华西

厦门医院和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区域医疗中

心试点建设方案，加快推进四川大学华西厦门

医院建设，力争年内建成并于明年初投入使

用；深入推进与复旦儿科医院的托管合作，

推动复旦儿科厦门医院科教综合楼项目尽

快启动建设，推动复旦儿科厦门医院成为复

旦大学附属医院，全力推动医院建设成为国

内一流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

（刘艳王良武）

市领导会见驻华使节团

福厦高铁正线隧道全部贯通

数字化转型生态大会在厦举行

华侨大学港澳台侨学生

热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引起港澳台同胞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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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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