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受疫

情影响，近期厦门市新华书店、外

图厦门书城营业时间缩短，市新华

书店部分门店暂行闭店，线上购书

渠道成为读者首选，学生读物较受

欢迎。

读者可以在饿了么搜索“新华

书店”进入相应门店，选择自己需

要的书籍。“9 月 14 日起，我们在

饿了么接单量就翻了三倍。”市新

华书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书店

的线上客服群也有很多读者下单。

线上购书主要以教辅、学生阅读类

书籍为主。

在外图厦门书城的线上售书

渠道，学生阅读类书籍同样最受欢

迎，成人阅读部分则以社科类书籍

为主。记者从书城了解到，近期线

上购书已成书城销售主流。读者可

在“外图掌上书城”小程序、饿了么

“外图厦门书城”进行线上选购。外

图厦门书城还推出“外小图”企业

微信客服和购书优惠活动，与读者

双节同庆、共克难关，读者可在外

图掌上书城线上领取“正价购满

149 元立减 50 元（可累计）”优惠

券，线上结账时直接选用满减券，

线下结账时出示满减券核销码现

场核销。

受疫情影响，厦门市新华书

店、外图厦门书城开放时间不断调

整，读者可关注二者官方微信公众

号，随时掌握开放时间和门店开放

情况。 （郭睿）

厦门：线上购书成主流学生读物销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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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当先锋我们在行动

厦门经济特区

始于侨成于侨（下）

当先锋 作表率
同心抗疫展示统战干部新风采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厦门市调

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责

任感，聚焦重点区域，狠抓关键环

节，织密扎牢社区防控网，压实

“四早”要求和“四方责任”，着力

抓整改、抓督导、抓宣传、抓落实，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整体水平，

不断巩固和扩大战果。

在同安区闽夏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孙春兰与市场管理人员交

谈交流，详细了解居民生活必需

的水果、蔬菜、肉类、干货粮油等

采、运、销及市场环境消杀等情

况，要求继续保障好相关防疫物

资的物流畅通，确保货源供应充

足，保持物价稳定。孙春兰实地察

看翔安区新店地铁社区二期保障

房项目，询问备用隔离点建设和

服务保障情况，要求隔离点管理

要严格规范专业，相关工作人员

做好自我防护，防止交叉感染。

孙春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各方对疫情形势研判和防控工

作汇报，部署当前防控任务。孙春

兰指出———

连日来，大家齐心协力、深入

一线，与基层干部群众一道推动

防控措施落实，为尽快扑灭疫情

打下坚实基础。但目前疫情还有

不确定性，需要坚定信心、咬紧牙

关、合力攻坚，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和畏难情绪，持续抓

好各项防控举措的落实，切实打

通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

要着力抓整改，对照问题清

单、整改清单，紧盯薄弱环节不放

松，针对社区防控管理、核酸检

测、隔离转运、环境消杀、院感防

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

梳理，一条一条细化，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迅速整改到位。

要着力抓督导，抓紧成立防

控工作督导组，与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福建工作组密切配

合，建立有效督查问责机制，对防

控松懈、落实不力、工作不到位的

严肃追究责任，形成工作闭环，确

保各项决策部署直达基层、取得

实效。

要着力抓宣传，加大对传染

病防治法的宣传力度，普及疫情

防控和卫生健康知识，引导居民

增强防控意识，做好科学防护，群

防群控、群防群治、群策群力，形

成全民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的良好

局面。

要着力抓落实，现在任务明

确、要求明确，要突出快严实细，不

折不扣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检

测筛查要快速有序、一个不漏，转

运隔离要应转尽转、应隔尽隔，封

控管理要管得住、控得严、封得彻

底，与病毒赛跑、与时间赛跑，早日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歼灭战。

省委书记尹力、省长王宁分

别参加有关活动。 （周琳）

孙春兰在厦门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厦门

市科技局日前迅速布局新一批应

急科研攻关，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

支撑。近日，厦门市 2021 年第二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科技攻关项目启动申报。

应急科技攻关项目重点支持

方向包括:新型冠状病毒预防或治

疗药物研发、新冠病毒的检测仪器

设备及试剂研发、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大规模筛查的统筹管理系

统或高并发处理系统、中医药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中的应

用、新型冠状病毒免疫预防效果评

价。

据了解，此次项目申报将采取

“简易立项”程序，开辟项目立项绿

色通道，采用事前立项事前资助的

方式，经研究立项后一次性拨付项

目支持资金，扶持资金为 50 万元、

30 万元两个档次。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市

科技局还将协助整合优势力量协

同攻关，全力支持厦门市健康医疗

大数据中心优化平台功能、完善平

台模块，建设一套完备的疫情防控

数据体系。 （吴君宁）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延江

新材料项目开工建设、集美污水处

理厂四期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华锐

双语学校南校区主体结构完工

……厦门市省重点在建项目建设

加快，投资完成率排名全省第一。

市发改委近日发布的信息显

示，1月—8月，厦门市 111 个省重

点在建项目计划投资420.6亿元，实

际完成投资573.3亿元，超同期计划

投资15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 89.9%，超序时进度 23.2 个百分

点，投资完成率排名全省第一。

从各行业完成情况来看，产业

项目、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分别完

成投资 242.1 亿元、285.1 亿元、

46.1 亿元。

省重点产业项目进展显著，1

月—8 月实际完成投资 242.1 亿

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32%，超

同期投资计划 58.7 亿元，完成全

年计划的 87.9%，超序时进度 21.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城厦门国际

创新中心项目 1#地块、3# 地块主

体结构全部封顶；西海湾邮轮城项

目 7#地块航站楼通过主体结构验

收；延江新材料项目开工建设。

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

续加速，1 月—8 月实际完成投资

285.1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43.5%，超同期投资计划 86.4 亿

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93.4%，超序时

进度 26.7 个百分点。其中，集美污

水处理厂四期主体结构施工完成；

洪塘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综合楼、

换班值守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成；保

障性安居工程洋唐三期一标段已

完成竣工备案。

省重点社会事业项目稳步推

进，1 月—8 月实际完成投资 46.1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19.8%，超同期计划 7.6 亿元，完成

全年计划的 80.7%，超序时进度 14

个百分点。其中，华锐双语学校南

校区主体结构完工；华东师范大学

希平双语学校小学部北楼已封顶；

闽南戏曲艺术中心已通过竣工预

验收。 （刘艳）

厦门开辟绿色通道 处理涉疫诉求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厦门

市 12345 政务热线迅速响

应，果断行动，积极投入疫

情防控歼灭战。

12345 政务热线相关负

责人表示，热线第一时间全

员上岗，接诉即办，突出一

个“快”。对此，热线优化调

整话务班次，确保群众诉求

渠道 24 小时畅通。面对涉

疫诉求，12345 政务热线开

辟绿色通道———接到群众

涉疫诉求后，第一时间派发

给相关区和职能部门，紧急

涉疫事项通过系统、电话同

步派发，交由责任单位立即

处理。

在督办化解方面，突出

一个“实”。12345 政务热线

通过系统督办、人工跟踪相

结合，对涉疫诉求进行督办

催办，特别是对重点诉求实

施全流程监督。如有涉及职

能交叉、职责不清的疑难涉

疫问题，12345 政务热线第

一时间进行协调，确保高效

处置、落实落地。

“12345 政务热线汇集

大量涉疫信息，动态研判尤

为关键。”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热线采取大数据分析

方式，依托系统实时抓取关

键字的同时，安排专班专人

进行同步关注。另外，热线

通过涉疫信息每日梳理上

报、敏感信息即获即报等方

式，畅通疫情信息报送渠道

和共享渠道，做到重要信息

全面捕捉、及早报送，为科

学防疫提供决策支撑。

（赵张昀）

日产量增 7倍
厦企全力以赴保障
核酸检测采样管供应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

道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厦门

市两家核酸检测采样管生产

企业———博迪泰(厦门)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和美林美邦

(厦门)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

量激增。截至目前，这两家企

业共为厦门市提供了近 260

万人份，足够 2600万人使用

的混采采样管和150万支单

采采样管，为厦门多轮核酸

检测提供了物资保障。

9月 23 日，在博迪泰生

产车间，繁忙的采样管生产

线上，工人们戴着帽子和口

罩，配液、分装、拧盖、贴签、

装盒，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据博迪泰总经理李博

安介绍，此次疫情发生后，

他们第一时间承担起核酸

检测采样管的生产重任。平

时，该公司核酸检测采样管

日产量为 5 万支，而疫情期

间，他们每天需要完成 40

万支，是平时的 8倍。“采样

管不可能之前生产完放着，

都只能临时加急生产。”面

对人手紧缺等问题，博迪泰

顶住压力，保质保量地完成

了生产任务。

而美林美邦安排工人

两班倒，24 小时不停产，加

足马力保证采样管供应。

“作为厦门本地企业，美林

美邦有责任、有义务为厦门

疫情防控尽一份力。”美林

美邦总经理沈义峰说。

（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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