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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由厦

门市委宣传部打造的国内首档理论

宣讲青春成长类微纪实节目《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11 月 25 日起全网

播出。这是厦门市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创新理论宣讲模式的新探

索。节目通过对青年宣讲员闯关理

论宣讲比赛的全记录，呈现新时代

青年厚植理论功底、讲好党的创新

理论的生动实践，以够“潮”的形式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青年，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

青年，既是《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的创作者，也是传播对象。节

目精准定位青年群体，坚持主题

年轻化、主角年轻化、主创年轻

化，集结了来自厦门市各行各业

的 19 位优秀青年宣讲员和青年

主创团队，以一场紧张激烈、分秒

必争的理论宣讲赛事为平台，拍

摄记录青年宣讲员参加初赛、踢

馆赛、决赛的全过程，成功推出成

长微纪实、幕后短视频和深度微

宣讲三类视频。节目不仅揭秘什

么是理论宣讲，怎样做好青年理

论宣讲，也力求将党史生动化、理

论通俗化、传播互动化，让节目的

表现形式和传播形式更富亲和

力、感召力，真正在青年群体中入

脑入心。着眼青年受众特点，节目

还以青春昂扬的语态作为基调，

聚焦比赛中青年群体的成长与收

获，吸引更多屏幕前青年与参赛

选手共情共鸣，深度感受青年理

论宣讲魅力，在创新形式的理论

学习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立足厦门党史学习教育资源，

是《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一大特

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也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

年。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充满红

色记忆的英雄城市，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新思想如

何指引厦门经济特区破浪前行”“如

何更好地传承嘉庚精神”……一个

个有深度有温度的厦门故事出现在

节目中，通过青年视野、青年思维、

青年话语直抵人心，借助青年理论

宣讲传播厦门声音。

（郭睿徐晓曦）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据了

解，1-10 月，厦门市 111 个省重点

在建项目计划投资 515.3 亿元，实

际完成投资 681.7 亿元，超同期计

划投资 166.4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投资的 106.9%，超序时进度 23.6 个

百分点，提前完成年度投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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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6 亿元、329.3 亿元、55.8

亿元。

省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保持增速，

1-10月实际完成投资296.6亿元，完

成同期投资计划的132.1%，超同期投

资计划 72.1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07.7%，超序时进度 24.4个百分点。

其中，新会展中心项目会议中心基坑

支护工程完成；厦门新经济产业园项

目3号地块主体结构封顶；厦门现代

服务业基地(丙洲片区)统建区二期工

程上部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

显著，1-10 月实际完成投资 329.3

亿 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35.2%，超同期投资计划 87.8 亿

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07.9%,超序时

进度 24.6 个百分点。其中，高崎污

水处理厂一期项目装修工程已完

成；抽水蓄能电站 1# 尾水隧洞、2#

尾水隧洞完成洞挖；马銮湾保障房

地铁社区二期工程 A06 地块教学

楼主体结构完成。

省重点社会事业项目加快推

进，1-10 月实际完成投资 55.8 亿

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17.9%，

超同期计划 8.5 亿元，完成全年计

划的 97.6%，超序时进度 14.3 个百

分点。其中，新体育中心项目全面加

快钢结构施工；思明区青少年宫项

目地下室结构施工完成。

（刘艳许鹭莺）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

报道 近日，《厦门国际航

空枢纽战略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原则通过专

家评审。该规划显示，到

2035 年，厦门国际航空

枢纽将建成“两张网”

———“135”客运服务网和

“412”物流服务网，并建

成高水平区域一体化航

空服务和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临空产业高地。

此次评审会在京召

开，由厦门市交通运输

局和厦门市发改委共同

组织。市交通运输局介

绍，作为全国第二批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城市，

厦门一直积极推动民航

业高质量发展。去年，厦

门委托中国民航科学技

术研究院开展《规划》编

制工作，力争从宏观层

面指导和支持厦门市民

航业发展。《规划》显示，

总体目标中的“两张

网”，即“135”客运服务

网（1 小时畅通两岸的

交通圈，3 小时畅达国

内的商务圈，5 小时辐

射亚太的航空圈）和

“412”物流服务网（区域

同城化配送 4 小时送

达，国内及周边国家和

地区主要城市 1 天送

达，全球主要城市 2 天

送达）。

在迈向总体目标的

过程中，当前至 2025 年

将是厦门国际航空枢纽

的“筑基成长期”，随着翔

安机场的投用，枢纽的业

务规模将显著提升，“两

张网”初步形成；2025 年

至 2035 年则是“全面提

升期”，“两张网”建成，业

务规模跃升，全面建成保

障能力、运行效率、服务

品质和竞争力一流的国

际航空枢纽。

值得一提的是，《规

划》中新、老机场“业务切

换”期间的服务数据，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翔安机

场的服务能力：翔安机场

投用初期，跑道小时容量

力争达到 43 架次，后续

将逐步提升；在转场前，

厦门高崎机场将注重挖

潜，力争小时容量达到

35 架次以上。

此外，厦门还将发挥

空铁公水要素集聚优势，

围绕翔安机场打造空铁、

空地、空海一体集疏运体

系；临空经济也是《规划》

的关注点。厦门市将以航

空服务、航空维修、商贸

物流等为重点，加快拓展

“航空 +”产业链条，构建

一区多元、多点联动、开

放创新的新格局，打造港

产城融合发展新示范。

（崔晓旭）
厦门四家机构入选

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经过 20

天公示，日前，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

局发布 2021 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厦门共有 4

家基地入选，分别为来自厦门火炬高

新区的厦门创新创业园、青瓦创新社

区和位于厦门自贸片区内的云创智

谷、跨境电商产业园。

示范基地具有基础设施完备、运营

管理规范、商业模式清晰、创新链完整、

产业链协同、服务功能齐全、服务业绩

突出、社会公信度高、示范带动作用强

等特点。近年来，厦门市大力扶持创新

创业空间发展，对经认定的各类空间给

予运营补贴和软硬件补助，加快载体建

设、打造双创主平台。

厦门火炬高新区发挥国家双创示

范基地、大中小企业融通型双创特色

载体作用，多方面支持和引导孵化

器、众创空间、台青基地发展。厦门自

贸片区努力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加大培育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

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张海军刘佳盈）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年

底将至，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建

设再提速。记者了解到，6号线林

埭西至华侨大学段车站建设进

度已近八成，区间掘进达六成；

集美至同安段涉铁工程加速推

进，确保明年盾构施工。

因串联海沧、集美、同安三

区，且延伸至漳州角美，轨道交

通 6 号线的进展备受市民关注。

厦门轨道集团介绍，轨道交通 6

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段）建

成通车后，将助力“提升本岛、跨

岛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加快闽

西南协同发展区建设。林埭西至

华侨大学段全长 18.8 公里，共设

13 座车站，于 2019 年 12 月动

工。目前，其中 10 座车站已完成

主体结构封顶。

11 月 12 日开工的 6号线集

美至同安段涉铁工程是全线的

难点工程。涉铁工程是 6号线集

美至同安段最先开工的路段，因

为要赶在 2022 年福厦高铁进入

联调联试阶段前完成对铁路线

的穿越。除受到福厦高铁工期约

束外，涉铁工程沿途还需避让文

物保护范围，下穿民房、高压燃

气管线等，区间地质条件较差。

据了解，除涉铁工程外，其余路

段正加紧推进前期工作，将于明

年动工建设。（林钦圣、朱俊博）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近日，文化和旅游

部正式公布第一批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名单，厦门市曾厝

垵文创街区入选。

此次全国共有 120

处街区入选首批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福建 5 处入选。除

曾厝垵文创街区外，还有

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

化街区、福州市上下杭街

区、泉州市西街东段和南

平市武夷山国家旅游度

假区滨溪街区。

有“中国最文艺渔

村”之誉的曾厝垵，文

教、疗养、旅游等高附加

值产业逐步发展，也吸

引来自海内外的各种门

类艺术家聚集于此，小

渔村的文艺风情越来越

浓厚。

近年来，厦门市积

极营造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氛围，繁荣夜间旅

游，培育“夜游、夜娱、夜

秀、夜购”等夜间旅游品

牌。目前，胡里山炮台

“文保奇妙夜”夜游项目

开启试营业，中山路步

行街、沙坡尾商圈、西堤

咖啡一条街、金山航空

古地石广场、国际游艇

汇等商街夜市的文旅消

费业态也不断丰富。

（吴君宁）

厦门国际航空枢纽将建成“两网”：

1 小时畅通两岸
5小时辐射亚太

首批国家级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名单公布
曾厝垵文创街区上榜

厦门推出国内首档理论宣讲青春成长类微纪实节目《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提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厦门地铁 6号线建设提速

打造高校侨联工作新模式

———厦大侨联第九届委员会

以行动践初心担使命

民国先驱许卓然

与爱国志士许祖义父子

厦门优化升级“双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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