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9月 26

日上午，厦门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

基金会举行“同心抗疫守望相助”捐

赠仪式。国家会计学院、山东新时代

药业有限公司、禹州公益基金会、福

建柒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

捐赠款物近千万元。

据介绍，厦门疫情发生后，厦门

市红十字会第一时间通过“厦门红十

字”微信公众号、“i厦门”平台等多渠

道向社会公布捐赠电话和捐款账

号，截至 9月 26日 12点，全市红十

字会接收社会捐赠款物共计4066.19

万元。这些爱心捐赠将第一时间送达

抗疫一线，助力厦门疫情防控工作。

爱心企业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国彪表示，了解

到在同安区执行消杀任务的曙光救

援队急缺紫外消毒设备后，就决定

通过市红十字会定向捐赠厦门曙光

救援队以及同安各街道总价值 200

万元的紫外消毒设备和现金，为厦

门疫情防控出一份力。“作为厦门本

土上市公司，我们理应积极做贡献，

主动参与抗疫。”林国彪说。

厦门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蔡志凯表示，市红十字会、市

红十字基金会接收的这些爱心款

物，一方面已根据捐赠者的意愿，

及时快速地送达各个街道、社区及

医院一线；另一方面非定向的款物

通过市红十字会和各区红十字会，

根据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送

达抗疫一线，助力一线疫情防控工

作。他也倡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厦

门抗疫工作，积极献爱心，一同打

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目前，厦门市红十字会已开通

捐赠专户：

户名：厦门市红十字会；

账号：4034 2101 0400 01631 ；

开户行：农业银行厦门新村支行。

户名：厦门市红十字基金会；

账号:3510 1552 0010 5250 3092；

开户行:建设银行厦门思明支行

（请注明捐赠用途）；

咨询电话:2057616 / 2021550

此外，还可通过“厦门红十字”

微信公众号和“i 厦门”App 厦门市

红十字会进行捐款。 （何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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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道 9 月

28 日，福建省省委书记尹力深入

厦门实地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并出席厦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就做好疫情防控后续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伟大抗疫精

神，一鼓作气做好疫情防控后续工

作，稳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夺取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

尹力指出，厦门胜则福建胜。厦

门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

效，此轮疫情已进入后段，成果来之

不易，值得充分肯定。但厦门当前疫

情风险隐患尚未彻底消除，接下来

后续工作至关重要。要倍加珍惜防

疫成果，在思想上持续提高警惕，在

行动上坚持快严实细，彻底清除风

险隐患，巩固扩大战果。要毫不放松

做好内防反弹和外溢工作，加强重

点人员安全管理，深化流出人员区

域协查，跟踪做好隔离期满人员健

康管理，精心治疗每位患者；毫不放

松落实“四早”要求，一旦发现新的

病例，能够迅速应急处置到位，把疫

情传播控制在最小范围；毫不放松

做好外防输入工作，严格实施入境

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和完善

隔离点管理，落实口岸高风险人员

防护措施，强化进口高风险物品检

测消毒，做到“人物同防”。要积极开

展创建“无疫小区”、爱国卫生运动，

结合实际制定好国庆期间相关工作

方案，让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

祥和的假期。

尹力强调，要认真总结反思、举

一反三，不断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水平。要重点完善应急指挥、

区域协查、社区管控等机制，重点

补齐核酸检测、隔离管控、院感防

控等工作短板，重点提高群众工

作、专业素养、信息化运用等能力，

提高防控工作整体效能，确保关键

时刻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形成战斗力，扎扎实实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尹力强调，打赢疫情防控歼灭

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要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逐步

科学解封，按规定调整封控小区管

理措施，分批有序推进工作，让群

众顺利回到工作岗位、回归正常生

活，尽快让社会生活运转起来。要

帮扶市场主体，加大助企纾困力

度，加强生产要素保障，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让

企业生产恢复起来。要挖掘投资潜

力，加速消费回补，推进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稳住经济基本盘，全力

攻坚第四季度，努力把失去的时间

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

来。要兜牢民生底线，坚持就业优

先，关爱困难群体，做好重要物资、

重要商品保供稳价，启动阶段性有

序用电，全力以赴保民生、保抗疫、

保发展、保安全。

省领导赵龙、崔永辉参加。

（周琳）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厦门是国内

重要旅游目的地城市，但即将来临的国

庆假期，受疫情影响游客仍暂时无法畅

游厦门。

在 9 月 25 日召开的厦门市疫情防

控情况新闻发布会（第十二场）上，记者

了解到，疫情防控下，目前厦门全市旅游

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而面对国庆

假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厦门旅行社将

继续暂停组接团业务，文旅部门将推出

系列线上服务，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

其中，国庆期间，厦门市图书馆、少儿

图书馆、博物馆等将推出“鹭江讲堂”线上

版、“可爱的中国”线上互动、“特区纪念馆

老照片”线上展示等活动。市属文艺院团

将在新媒体平台推出舞蹈诗《沉沉的厝里

情》等31部精品剧目。 （余乃鎏陈博）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

道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

“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榜

单。福建有 18 家企业上

榜，其中厦门有 5 家企业

上榜，分别是厦门建发集

团有限公司、厦门国贸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象

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路

桥工程物资有限公司以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收入共计超 1.3 万

亿元。

榜单显示，上榜闽企

中，赚钱能力最强的是厦

门三大国企———厦门建发

以 4423.72 亿元营业收入

排名第 47 位，是唯一跻身

前 50 名的福建企业；厦门

国贸在榜单中排名 56 位，

营业收入达 4021.26 亿元；

厦门象屿以 3748.35 亿元

营业收入排名第 60 位。

厦门路桥工程物资有

限公司和盛屯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573.07

亿元、392.36 亿元的营业收

入位居榜单第 352 名、第

500 名。 （王温萍）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厦门片区“十四五”发展规

划的通知，提出到 2035 年，努

力打造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

新样板、面向金砖国家合作的

重要窗口和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超越的引领示范区。

根据通知，厦门片区将构建

服务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创新基地建设的国际化开

放合作平台，探索建立金砖国

家海关合作机制，推进金砖国

家间海关智慧监管合作，探索

推动金砖国家间“经认证经营

者”(AEO)互认合作，提升与金

砖国家间贸易便利化水平。依

托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探索推动金砖国家电子口岸之

间合作，率先在金砖国家探索

推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建设

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打造

“数字金砖”先行区。（叶子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

道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认

定 445 家单位为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保护单位。厦门市新

增厦门惠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正人珠绣技艺传习所、

厦门市思明区文化馆三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近年来，厦门创新探索

出非遗活态保护传承的“厦

门经验”，走出制度化、系统

化、融合化的传承发展之

路，让厦门非遗和闽南文化

焕发新时代的华彩。

此前，中国首部地方文

化保护专项法规《厦门经济

特区闽南文化保护发展办

法》出台，为闽南非遗保护

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厦

门市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具体开展申报的“送王船”

项目也成功列入人类非遗

代表作名录。

此外，依托市、区文化

馆，厦门市先后建立起市级

非遗展示厅 1 个、区级展示

厅(中心)3 个，各非遗项目

专题馆厅 23 个。厦门市还

积极组织非遗传承人参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提

升传承能力；普及传习教

育，注重修复和保护闽南语

语言环境，坚持开展闽南方

言与文化进校园活动；鼓励

非遗项目进行旅游开发，推

动打造文旅融合基地等。

（叶子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 9月 28日，中国城市便

利店发展指数发布，厦门以

92分的总得分和7.14%的增

长率登上该榜单榜首。

该指数由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于 2014 年发起，连

续 8 年开展调查并张榜公

布。公布本次调查的城市共

计 39 个，城市人口数量采

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

据，指数的核心数据为各城

市便利店的饱和度、门店总

量的增速、24小时便利店的

比例及营商环境情况，并在

此基础上计算出各城市便

利店发展指数。

从发布的指数看，厦

门便利店发展指数位居全

国第一，其次是长沙、太

原、东莞、广州。调查显示，

2020 年，各大城市便利店

门店数增长整体放缓，但

门店数量增长的城市仍占

所调查城市总数的 62.2%。

其中，增长超过 5%的城市

占 所 调 查 城 市 总 数 的

11.1%。新指数也勾勒出厦

门便利店的发展韧性:整体

趋缓但仍然保持稳健增

长，是所有样本城市中最

高的。

明年，近 5000 人规模

的中国便利店大会将在厦

举行，会议由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主办，每年举行一

届，每届大会都会对国内

便利店发展趋势做出预

判，已经成长为中国便利

店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标，见证并引领中国便利

店行业的发展。

（沈彦彦李晓平商流）

“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出炉
5 家厦企上榜

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发布
厦门位列全国第一

厦门新增三家国家非遗保护单位

尹力在厦门调研时强调：

厦门将加大线上文旅服务供给

厦门自贸片区最新规划出炉

战“疫”，“嘉庚”志愿者有力量

全心 全情 全力

同心抗疫展示统战干部新风采

凝心聚力，一同战“疫”
———厦门市侨商侨企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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