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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8月

31 日，省长王宁带领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赴厦门检查第二十

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筹备工作，并主持召开现场办

公会，听取厦门市等有关筹备

情况汇报，研究协调解决具体

问题，对筹备工作进行再部署、

再推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

工作，确保办出新实效、新水

平。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赵

龙，副省长郭宁宁，厦门市市长

黄文辉等参加。

王宁指出，在国家有关部委

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省直

有关部门和厦门市扎实推进投洽

会筹备工作，疫情防控、重要活

动、展览展示等安排按计划有序

推进，客商邀请、项目对接等进展

顺利，各项筹备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

王宁强调，投洽会开幕在

即，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加强统筹协调，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好各项筹备任务，确保大

会安全高效有序。要突出安全保

障，克服惯性思维和麻痹思想，完

善各项应急预案，科学精准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做好信访和安保

维稳、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等工

作。要细化服务保障，注重人性

化、便利化，进一步完善接待、住

宿、交通、医疗等各项工作方案，

加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培训，努

力为每一位参会嘉宾提供细心暖

心、热情周到的服务，让他们都有

宾至如归的体验。要提升办会实

效，大力开展数字经济、海洋经

济、绿色经济等重点产业精准招

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福建；

按照国际化、专业化、标准化要

求，创新内容形式，办好“云上投

洽会”，促进双向投资。要加大宣

传力度，展示福建良好形象，助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超越。

（林宇熙吴海奎）

本报讯（记者黄佳畅）

8月 31日下午，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带队

赴市卫健委走访调研，宣讲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并就统战工作有关

问题召开座谈会。

会上，市卫健委党组

书记、主任、一级巡视员姚

冠华汇报了市卫健系统统

战工作的基本情况。张毅

恭对卫健系统统战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卫健

系统的党外人士集中，是

统一战线资源富矿。市卫

健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进一步加强系统党外

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要

进一步配齐配强党外干部

队伍，有意识地“把一部分

优秀人才留在党外”。要及

时反映统战工作中遇到的

重点难点问题，向有关部

门汇报。要积极支持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行职

能，切实凝聚党外人士的

智慧和力量，为厦门“两高

两化”城市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一级巡视

员何秀珍，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曾庆军、郑秀文，市卫

健委党组副书记、机关（直

属）党委书记、市计生协常

务专职副会长、一级巡视

员魏晓萌，市卫健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林进春等参

加调研座谈。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商务部官网公示了全国

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地区，其中，厦门市

成功入围，这意味着，厦门

市将全方位、多维度拓展服

务范围，打通惠民利民“最

后一公里”———15分钟便民

服务时代正式到来，给市民

带来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如何建设？

今年重点推进

10个试点社区建设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

点如何建设？记者了解到，

今年 7 月，厦门市商务局

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厦门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

点方案”），试点方案结合

厦门实际，对厦门便民生

活圈建设制定试点目标，

部署工作任务并制定了一

系列保障措施。

试点方案明确，2021

年，将重点推进深田社区、

五缘湾北社区等 10 个试

点社区建设，按照“两年试

点、三年推广”的要求，每

年至少 10 个生活圈。计划

到 2025 年，建成一批布局

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

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

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城

市便民生活圈，便利化、标

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

全面提升，在服务基本民

生、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城

市经济微循环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试点区域居民满

意度达到 85%以上。

试点方案发布 6 项任

务，分别从科学优化布局、补

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

壮大市场主体、创新服务能

力、引导规范经营等方面重

点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

点工作。试点方案还明确，将

为试点建设提供资金、政

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支持。

哪些变化？

打造“15分钟近邻社区

美好便民生活圈典范”
近年来，厦门市多措并

举聚焦便民服务，持续推动

城市生活进一步便利化。

2020年，中国城市便利店指

数显示，厦门便利店发展指

数在全国 36个重点城市中

位居第一。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还将给城市便利指

数和市民的生活带来哪些

变化？在深田社区，近邻会

客厅完成建设，成为拥有多

种功能的综合驿站，搭载养

老服务、家政服务、休闲娱

乐等众多功能；岛外的试点

祥平街道凤祥社区，通过整

合商家资源，成立 15 分钟

便民服务“商帮团”，无论是

看病理疗、代买代办，还是

家电维修、洗车搬家，居民

足不出户就能办成许多事。

“下一步，厦门将以此

次入围试点地区为契机，聚

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进一

步健全配套设施，完善社区

服务，打造‘15 分钟近邻社

区美好便民生活圈典范’。”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随着入围全国首批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地区，厦门市便民服务范围

将进一步拓宽，便民服务布

局将进一步完善，便民服务

质量将进一步提升。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首先是精准布局，加

大建设力度。结合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服务提

升，支持品牌连锁企业在

主城老旧小区、背街小巷、

公（廉）租房、岛内偏远社

区、新建小区、岛外新旧社

区和农村等“盲点”区域加

大生鲜便利店建设力度。

记者了解到，在厦门市厦

港街道碧山临海小区，最

近一年来，直径 200 米的

范围内，有 20 多家便利店

新开业或提升，多品牌多

品类进驻，为市民消费提

供了更多选择。

其次是搭载升级，拓展

服务范围。在一家见福便利

店内，住在附近的居民陈先

生只用 2分钟就通过“e政

务”便民服务站打印好幼儿

园注册 要用 的 房 屋 证

明———这是厦门市在全国

首创的品牌连锁便利店搭

载“e 政务”便民服务站，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办许多

事。家政上门、简单餐饮、快

递收发、买菜团购……如

今，社区便利店搭载更多功

能，厦门老百姓生活大小事

都可以依托便利店的前置

功能得到解决。

第三是协同联动，提

升服务质量。便民服务发

挥了便利店的前置作用，

带来流量与服务，也进一

步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市

商务局等有关部门协同联

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有序规范优化生鲜

便利店发展，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 （沈彦彦商流）

厦门 10 个项目入选
首批“5G+医疗健康”试点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日前，工信部和国家

卫健委联合发布首批“5G+ 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

目名单。在此次公布的 8个方向中，福建省有 23 个

项目入围 7 个方向，其中，厦门有 10 个项目入围 5

个方向。

“5G+急诊救治”方向，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 5G 技术的全覆盖卒中救治体系建设和示范

应用”、厦门市儿童医院“基于 5G+ 新生儿院际转

运系统”入围；“5G+远程诊断”方向，厦门大学附属

心血管病医院“5G+ 区域心血管急危重症诊疗平

台”、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基于 5G 技术的跨地

域教科援一体化平台”、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

心“厦门眼科 5G 远程诊疗智慧医疗平台”入围；

“5G+ 健康管理”方向，厦门弘爱医院“5G+ 社区健

康智能服务体系”、厦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基

于厦门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5G智慧健康管理试点建

设”、宝石花医疗健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基于

5G技术的企业级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入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医疗资产智

能化管理”项目入围“5G+ 医院管理”方向；厦门市

中医院“5G+中医综合适宜技术示范性诊疗平台建

设研究”入围“5G+中医诊疗”方向。 （王温萍）

厦大研究生支教团
亮相央视《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9 月 1 日晚，厦大研究

生支教团亮相央视《开学第一课》，向全国中小学生

讲述厦门大学研究生坚持 23 年的西部支教故

事———自 1999 年以来，每年都有一批厦大学生到

宁夏西海固地区，开展为期一年支教。

《开学第一课》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脱贫攻

坚模范、抗疫先进人物、时代楷模、英雄航天员、空

中梯队代表、“00 后”奥运健儿、中青年艺术工作者

和青少年代表走上讲台，通过“云课堂”方式和各地

中小学生共上一堂课，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故事。

有 22 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亮相 9 月 1 日晚央

视《开学第一课》，包括第一届支教队员，今年刚刚

完成支教任务回校的队员，以及不久前到达宁夏的

支教队员。

现在在厦大艺术学院当辅导员的张秀丽是第

一届支教队员，1999 年，她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

县三合乡三合中学支教一年。张秀丽在节目中回忆

起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批改作业到晚上 11

点，当准备拉上窗帘时，却看到一些学生正挨着窗

户，借着屋内的灯光认真地看书。回忆起当时的画

面，张秀丽依然热泪满眶。

校方介绍说，23 年来，共有 323 名厦大学子参

加支教。 （佘峥）

全国首批！厦门入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厦门市全方位多维度拓展服务范围，打通惠民利民“最后一公里”

弘扬嘉庚精神有新篇

厦门着力培养华侨学生

侨星起落 侨情不变

越南会成为

下一个“世界工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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