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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厦

门大学挂牌“金砖培训基地”、12

国专家学者在线共议“金砖合作”

……连日来，一系列“金砖”元素

活动在厦门举行，迎接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建

设一周年。

2020 年 11 月 17 日，习近

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二次会晤上宣布，中方将在福

建省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一

年来，厦门市加快实施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八个一”工程，举

全市之力推动金砖创新基地建

设开好局、起好步，紧紧围绕政

策协调、人才培训、项目开发等

重点领域合作，先行先试进行

了一系列开创性探索与实践，

全力打造金砖新工业革命领域

务实合作的“厦门样板”。

2022 年，是金砖中国年，厦

门将继续聚焦重点任务，有效整

合利用国内国外各类资源，打造

一批标志性平台和旗舰型项目。

其中，在政策协调方面，联合金砖

国家智库，聘请第一批国内外 30

名知名金砖专家成立专家库，推

动第一批约 15 家机构组建金砖

智库联盟，适时推出第二批促进

金砖创新基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深入推进金砖行业标准、检验检

测、资质认证等互通互认；在人才

培训方面，将制定金砖人才培养

五年规划，形成 10-20 个金砖示

范性培训项目，50-100 门精品课

程；在项目开发方面，积极创建车

联网先导区和智能制造先行区，

推出不少于 50 个新工业革命领

域示范标杆项目，设立金砖产业

基金，打造一批标志性平台和旗

舰型项目。

人才培养

组建“金砖培训基地”

首批五高校加盟
11 月 16 日，厦门金砖新工

业能力提升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

厦门大学举行，并举行为期两天

的厦门金砖创新基地建设第二期

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作为与金

砖国家开展人文交流和人才培养

的实践平台，厦门金砖新工业能

力提升培训基地联盟首批吸纳厦

门大学、华侨大学、厦门技师学院

等五所学校加入，推动厦门成为

金砖国家人才聚集新高地。

据了解，金砖新工业能力提

升培训基地落地后，厦门大学

将发挥学校在新工业能力提升

培训的优势，助力金砖创新基

地高标准打造具有国内外重大

影响力的金砖新工业能力提升

教育体系和旗舰品牌，推动金

砖国家培养掌握先进技术、具

有国际科技视野、适应新工业

革命需求的新型人才，为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储备更多

优秀人力资源。

金砖创新基地建设一年来，

在人才培养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和实践，发布了首批尖端人才培

训方案，组建“厦门金砖新工业能

力提升培训基地联盟”，举办 15

期面向金砖及金砖 + 国家的人

才培养，参训人员超过 11 万人

次，惠及金砖五国及德国、荷兰、

智利等 11 个国家。

政策协调

对接国内外金砖智库

开展合作和联合研究
11 月 17 日，金砖创新基地

携手金砖智库合作单位华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主题为“金砖

合作、全球治理、文明互鉴”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分设“金砖

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

合作与文化交流”“金砖国家合作

与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与文明互

鉴”四个议题，邀请 100 多名国内

外专家学者参与在线研讨。

一年来，厦门在促进政策沟

通、推动思想创新、有效引导舆

论、增进彼此友谊等积极探索，用

一项项活动筑起金砖国家交流互

鉴的“金色桥梁”。其中，积极对接

国内外金砖智库，开展智库合作

和联合研究，编制金砖创新基地

功能产业规划及《三年行动方

案》，成功举办了 2021 金砖国家

智库国际研讨会、2021 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大赛

及展览、线上线下学术研讨会和

专题讲座等活动。

项目开发

共建七大平台

推出 39个示范项目
目前，金砖创新基地已经共

建七大新工业革命领域赋能平

台，包括：金砖国家工业能力共享

平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平

台等四项基础平台项目、金砖国

家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和数字技术

标准创新示范平台等两项产业公

共服务平台、金砖创新基地制造

业创新成果产业化协同创新平

台，推动面向金砖及“金砖 +”国

家提供高质量的新工业革命全链

条转型升级服务。

在推动项目开发方面，先后

发布两批 60 项重点任务清单，签

约两批 33 个金砖合作项目，建设

7 个新工业革命领域赋能平台，

推出首批 39 个新工业革命领域

示范标杆项目，涵盖智慧城市、新

型基础设施等标杆项目及应用场

景。积极创建车联网先导区和智

能制造示范区，形成一批标志性

平台和企业，为金砖国家赋能。

（沈华铃郑丽金曾静）

本报讯 11 月 16 日上午，市

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暨部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

神，研究市委统战部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之

际，党中央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

略性决策。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融汇了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所进行的奋斗、牺牲和创造，

体现了党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

来的自信和担当。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一

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推动全

会精神在全市统一战线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二要聚心聚力彰

显统战作为，胸怀“两个大局”，

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发挥统

一战线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

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党的

宝贵经验坚持好、传承好、发展

好；三要对标对表狠抓工作落

实，切实增强推动全市统战工作

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责任感、

紧迫感、危机感，高质量完成统

战各领域重点任务，以优异的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即

将迎来 30 岁“生日”的厦门大

桥，力争 12 月完成“四改六”改

造加固、实现双幅通车，比计划

工期提前一个月。

从原本的双向 4 车道变为

双向 6 车道，崭新、宽阔的桥面，

是厦门大桥此次改造中最直观

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背后有

着高难度：“四改六”后，跨海部

分桥面需加宽约 50 厘米，荷载

显著增加，须强健箱梁的“筋

骨”；大桥的下部结构也要加固，

比如桥墩变得更粗，支座也要更

换；合同工期为 14 个月，但工序

繁杂、交叉、立体，施工组织难度

不亚于新建一座大桥。

厦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

出“坚定不移推进跨岛发展，加

快形成岛湾一体、区域协同发展

格局”。据了解，厦门大桥“四改

六”改造加固工程完工后，厦门

跨岛交通总车道数将增至 40

条，明年翔安大桥建成后，将进

一步增至 48 条，后续第三东通

道和同安进岛通道箭在弦上

……连接“扇头”与“扇面”的“扇

骨”将更加稳固，承担起新一轮

跨岛发展重任。 （徐景明）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17 日，记者从鼓浪屿文化旅

游发展中心获悉，鼓浪屿钢琴博

物馆二馆提升改造工作基本完

成，馆内新设听海演奏厅，未来

市民游客可在这里观海听涛的

同时进行演奏。

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二馆今

年 9 月闭馆，经过约 3 个月的修

整。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设置了互

动场所———听海演奏厅，演奏厅

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正进行

最后收尾，将于近期启用。鼓浪

屿钢琴博物馆馆长周晓芸介绍，

听海演奏厅面积约 30 平方米，

视野开阔，菽庄花园、港仔后沙

滩等美景一览无余。演奏厅还配

备有专门的音控室和音视频录

制设备，今后市民游客可在此独

奏，并将美好的时刻定格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听海演奏厅

内的钢琴是 1905 年制造的名琴

贝克斯坦。周晓芸表示，贝克斯

坦是古董钢琴，弹奏它需要一定

的门槛，接下来鼓浪屿钢琴博物

馆将发出征集令，公开弹奏者的

要求，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至

“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官

方微信，留意相关信息。

（林路然）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

日，记者从厦门市统计局了解到，

今年1-10月，厦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3.9%，

两年平均增长 8.6%，比全省、全国

两年平均水平分别高1.9和 2.3 个

百分点。多项数据表明，厦门工业

生产持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从行业看，1-10月，全市35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22个行业实现增

长，增长面为62.9%。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拉

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主要行业。

1-10 月，全市高技术产业

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 43.2%，增长 24.1%，比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 10.2 个百

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4.1%。

1-10月，全市电子、机械两大

支柱行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 67.3%，增长 14.7%，

两年平均增长 8.0%。其中电子行

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的37.3%，增长 13.7%；机械行

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的30.0%，增长16.0%。

1-10月，全市工业产业链运行

态势良好，已有两条产业链产值超

千亿。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

产业链分别实现产值1346.18亿元

和1111.60亿元。（王温萍翟晨晨）

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二馆重新开放

今年 1-10 月
厦门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9%

———市委统战部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厦门大桥“四改六”力争 月完工

“相聚厦门·两岸青年创业联盟

———集美行”联谊交流活动举行

王雨亭与王唯真王双游

两代归侨热血报国

厦门新机场

将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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