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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记者 8

月 16 日从市发改委了解到，1-7 月,

厦门市省重点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

位列全省第一。

1-7月，厦门市 111个省重点在

建项目计划投资378.5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 508.9 亿元，超同期计划投资

130.4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79.8%，超序时进度21.5 个百分点，投

资完成率连续3个月排名全省第一。

省重点产业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216.8 亿元，超同期投资计划 50.2 亿

元。其中，新会展中心会议中心完成

工程桩施工；安仁产业园二期项目

17#、18# 楼完成主体结构验收；西

海湾邮轮城项目 3#、4# 地块已完

工，6#地块主体结构封顶。

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实际完成

投资 251.4 亿元，超同期投资计划 74

亿元。其中，滨海东大道（翔安东路 -

莲河段）项目翔安东路下穿通道、莲

河大桥、沙美溪中桥、南北水系桥已

完成；前场污水处理厂二次沉淀池主

体施工完成；轨道交通 3号线沿线市

政提升（岛内段）工程非机动车道全

部完成。

省重点社会事业项目实际完成

投资 40.7 亿元，超同期计划 6.3 亿

元。其中，新体育中心项目白海豚游

泳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华东师范大

学希平双语学校幼儿园、初中部、高

中部、科技楼主体结构封顶；妇幼保

健院集美院区土石方工程、护坡护壁

完成。 （刘艳许鹭莺）

本报讯 8 月 11 日，厦门市委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一级

巡视员何秀珍带队走访调研侨资企

业厦门云知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

饰亚（厦门）进出口贸易公司的疫情

防控与生产经营情况。

厦门云知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陆阳介绍公司当前经营情况，

表示新冠疫情对公司影响较大，项目

推广、经营交流受到很多制约。何秀

珍表示，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克服

疫情带来的影响，减小因疫情影响而

造成企业的损失。同时表示，市委统

战部（市侨办）非常支持公司开发的

“智慧华文平台”和闽南语智能项目，

相信这些项目对传播中华文化，保留

闽南传统文化，促进国际传播、讲好

厦门故事很有意义。

在饰亚（厦门）进出口贸易公司，

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菲律宾“侨三代”

施凤珠介绍公司因受疫情影响，关闭

了多家门店。何秀珍鼓励说，困难是

暂时的，中国市场广阔，疫情过后，将

会有更多发展机会。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

2021年度“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

介项目名单，福建省有 3

个项目入选，厦门市博物

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历

史陈列》位列其中。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历史陈列》是厦门经济特

区纪念馆在原展览《辉煌

岁月———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历史陈列》基础上做

的提升展。主要以图文 +

实物 + 多媒体 + 多种数

字化手段，展示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 40 年来发生的

历史巨变、经验探索，以

及厦门人大胆闯、大胆试

“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担

当和“杀出一条血路”的

开拓精神。

据悉，自 2015 年起，

国家文物局连续七年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项目征集推介

工作，并连续 3 年纳入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年度重点工作。本年

度征集共收到符合申报

条件的展览项目 307 个，

申报数量创新高，经组织

专家评议、投票，最终确

定对 100 个展览项目予

以集中推介。 （郭睿）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备受关

注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

新基地建设有了重要进展。8月18日，

厦门市金砖创新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厦门市金砖办)中英文

网站(jzb.xm.gov.cn)及微信公众号(厦

门市金砖办)正式上线，将发布基地建

设最新、最权威、最翔实的信息资讯，

为金砖国家政府、企业、机构等参与金

砖创新基地建设提供政策咨询、人才培

训、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2020

年 11月 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宣布，

将在福建省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开展政策

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等领域合

作，欢迎金砖国家积极参与。2020 年

12月 8日，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论坛在厦成功举办，金砖五国代

表和相关国际组织齐聚厦门，共同见

证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

基地正式启动。

自金砖创新基地建设启动以来，

在国家各部委、福建省委省政府及各

方大力支持努力下，厦门市紧紧围绕

“国家所需、厦门所能、金砖国家所

愿”，聚焦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

发三大重点任务，按照高质量、高标

准、高起点建设要求，实施“八个一”工

程，各项建设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据悉，为更高效推进金砖创新基

地建设，厦门市金砖办于 2021年 4月

8日正式挂牌。目前已开通微信公众号

试运行，前期以专题和信息形式介绍

了金砖创新基地的建设背景及上一阶

段工作开展情况。经过充分酝酿和筹

备，8月18日，厦门市金砖办中英文网

站及厦门市金砖办微信公众号正式推

出，与公众见面，将共同打造金砖创新

基地资讯门户和信息发布平台。

厦门市金砖办表示，欢迎境内外

各界人士积极关注和支持金砖创新

基地建设，共同推进重点平台建设、

项目对接、科研合作、贸易投资等工

作，不断丰富金砖合作内涵，把金砖

创新基地打造成为更加“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平台。 （钟宝坤）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

道 8 月 18 日，一列满载

冠捷公司彩色液晶显示

板的“安智贸”专列从厦

门海沧铁路车站开出，一

路向西驶向波兰城市波

兹南。这是中欧(厦门)班

列累计开行的第 1040

列。

2015 年 8 月 16 日首

列中欧(厦门)班列开通 6

年来，累计完成超 8 万标

箱、货值超 33 亿美元(含

城际合作班列)，货物种类

覆盖电子、机械、轻工日

用品、食品、木制品、生物

医药制品等品类，成为促

进供应链和产业链协调

发展的有力见证。

据了解，中欧(厦门)班

列开行以来，已开通中欧、

中亚、中俄班列线路，可达

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

佩斯，德国汉堡、杜伊斯

堡，俄罗斯莫斯科及中亚

地区阿拉木图、塔什干等

12个国家30多个城市。

中欧(厦门)班列开行

以来，一项项具体措施在

厦门海关力推之下得以

落实：2017 年 3 月，“安智

贸”全国首条铁路专线正

式启动，中欧(厦门)班列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实践中迈出新的一步；同

年 8 月，首批通过海铁联

运方式运抵厦门的进口

货物搭乘中欧班列运往

欧洲；2018 年 12 月，首票

过境集装箱货物搭乘班

列出口，中欧(厦门)班列

货运范围辐射至东南亚；

2019 年 11 月，海沧多式

联运监管中心正式启用

……

厦门海关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服

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按照海关总署统一部署

推动实施“智慧海关、智

能边境、智享联通”，助力

中欧(厦门)班列在经济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杨伏山郑伯坚)

本报讯 马克思的故乡德国

特里尔市和厦门市的友谊又有

了新的见证———近期，位于厦门

园博苑主展岛西侧的厦门·特里

尔友城园正式对外开放，该园由

中德两国设计师联合设计，园内

可以看到马克思雕像、微缩大黑

门景观、足球、风车等特里尔元

素。

特里尔市和厦门市是一对

友好城市，2017 年，两座城市共

同携手，在特里尔市建设了一座

“厦门公园”。去年，恰逢两市缔

结友好城市十周年，厦门·特里

尔友城园择机于去年底开工建

设，选址于厦门园博苑。在市外

办牵线搭桥下，特里尔市德中友

好协会主席、厦门市荣誉市民彼

得·迪策（Peter Dietze）专程到厦

门园博苑考察并完成了初步方

案，园博苑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

方案。

近日，记者来到已建成开放

的厦门·特里尔友城园。在花园

中央，黑白相间的“西洋棋盘”格

外吸睛。该“棋盘”以钢带为边

界，覆盖着浅色和深色的砂砾，

呈现的是特里尔沿袭古罗马的

棋盘式城市布局。不同的绿植铺

设和花坛，象征着城市的多样

性，分布在“棋盘”上的雕塑，代

表着特里尔市和当地市民今昔

文化和生活方式，如：马克思（出

生于特里尔市）、大黑门（罗马帝

国古迹，特里尔市的地标性建

筑）、葡萄（当地名产）、书本、足

球、风车等。在“棋盘”对面，有一

块玻璃幕墙，全景展示了从佩特

里斯山（特里尔“厦门公园”所在

地）眺望的特里尔市风光。

“厦门·特里尔友城园的设

计灵感，来自特里尔周围地区的

自然景观特征，并融入了城市的

历史。”项目负责人说，特里尔市

位于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西南

部的摩泽尔河谷中，两岸有红砂

岩山丘和板岩地貌。为体现特里

尔周边山谷地势，园区中设计了

一块略微下沉的区域，与高出地

面的红色砂岩和黑色板岩边界

相互映衬。 （吴海奎）

厦门一项目入选
国家文物局主题展览

中欧（厦门）班列开运六年
力促供应链和产业链协调发展

厦门市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领跑

金砖创新基地官网官微上线 为金砖国家提供一站式服务

新景点！马克思故乡风情扑面而来
厦门·特里尔友城园开放，位于园博苑

华侨大学开展暑期实践活动

传承嘉庚精神践行侨校使命

厦门侨联侨胞支持文教事业（下）

以人为本为侨服务

打造“侨胞之家”
———仁安社区侨联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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