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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1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

厦门人民会堂举行。省委宣讲团

成员、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郑传芳作宣讲报告。市委书记崔

永辉主持报告会并讲话。市领导

黄文辉、陈家东、魏克良、杨国豪

出席。

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郑传

芳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议》，围绕深刻认识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

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认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

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

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

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6个方面，

对全会精神进行系统阐释。与会同

志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一致表示，

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

刻，听了以后深受启发、深受教育，

对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

力量，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崔永辉说，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宣讲为契

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满的

工作热情，认真抓好学习宣传贯

彻全会精神各项工作，牢记“两个

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切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和在福建考察时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起来，与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

动结合起来，与贯彻省、市党代会

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融会贯

通，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不

断引向深入。要切实把学习全会

精神的成效转化为实际行动，推

动全会精神在厦门落地见效，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报告会前，崔永辉会见了宣

讲团一行。报告会后，宣讲团来到

厦门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参观，

向现场干部群众宣讲六中全会精

神，与他们互动交流。（蔡镇金）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30 日，2021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产学

研用合作会议在厦门大学开幕。教

育部副部长孙尧，福建省副省长李

德金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厦门

市市长黄文辉在开幕式现场致辞，

厦门大学校长张荣主持开幕式。

会议以“产学研用赋新能，助

力海丝共发展”为主题，旨在推动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来自中国、俄

罗斯、乌克兰、加拿大、英国、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

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

（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和专家学

者 2700 多人通过线上或线下的形

式参加开幕式和分论坛。

开幕式上举行了项目签约、揭

牌和指数发布仪式。与会代表共同

见证了中俄数字机械工程中心等

32 项合作项目展示。与会嘉宾还为

厦门市未来显示技术研究院、福建

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海洋遥感

应用技术创新研究院等揭牌。“海

丝”沿线国家海岸带可持续发展能

力指数在会上发布，这是对“海丝”

沿线国家海岸带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首次评估，将进一步助力建设全球

海洋命运共同体。

本次会议还在多个省市设海洋

科技与工程、未来显示技术、绿色智

能装备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15个

分论坛，与会学者将从产学研用多个

层面展开深度探讨，为推进国际产学

研用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吴海奎）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 作为厦

门市疫情防控工作中“外防输入”

主要项目，厦门机场“国际 /港澳台

到达第二通道”(简称“第二通道”)

自今年 10 月 23 日启用一个多月

来，累计通行旅客 1万多人次。

“第二通道”位于原厦门机场

T2 航站楼，由红点博物馆改造而

成，独立于国内进出港旅客及国际

出港旅客的全封闭式入境专用通

道，是中国内地率先启用的国际 /

港澳台地区入境航班的专用航站

楼。

“该通道首次采用智能验证台、

翻译机和智能闸机等信息化查验

设备，在严密防控的同时，最大限

度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高效的通

关环境。”福建兆翔机场建设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林坂勇表示，“第二通

道”设置有海关流调区、采样区和洗

消区等七个分区，实现了防疫、执

法、科技和保障等方面的同步升级。

据悉，“第二通道”改造总面积

7792.75㎡，该航站楼除了海关、边

检等入境大厅原有的功能区外，还

专门建设了疫情防控相关功能区，

以应对复杂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 （李思源麦斯捷）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近日，在广州举办

的 2021 中国体育文化博

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

会上，“嘉庚杯”“敬贤杯”

海峡两岸（集美）龙舟赛荣

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

化发展中心颁发的“中华

体育文化优秀项目奖”。

“嘉庚杯”“敬贤杯”海

峡两岸（集美）龙舟赛的前

身是集美龙舟赛。1985

年，海内外集美校友为缅

怀嘉庚先生，把集美龙舟

赛冠名为“嘉庚杯”龙舟

赛。1995 年，为纪念陈嘉

庚的胞弟、二校主陈敬贤

先生，增设“敬贤杯”。从

2006 年开始，集美龙舟赛

冠名为“嘉庚杯”“敬贤杯”

海峡两岸龙舟赛，2008 年

升格为国家级赛事，列入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和中国龙舟协会年

度赛事计划，2010 年被国

台办确定为海峡两岸文化

交流重要项目。经过多年

的传承和发展，海峡两岸

龙舟赛事规格不断提高、

民俗特色不断彰显、品牌

影响不断扩大、文化内涵

不断拓展，成为推动两岸

交流、传承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平台。（应洁）

2021 集美·阿尔勒

国际摄影季开幕
本报讯据台海网报道 11 月 26

日上午，2021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

影季正式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超

2000 余件作品，以影像艺术为语

言，开启与观众朋友们的“超时空对

话”。

2021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展期持续至 2022 年 1 月 3 日。主场

馆位于集美新城市民广场展览馆和

三影堂厦门艺术中心，并联动鼓浪

屿、福州。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情况

下，开幕周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2 月 12 日，还将举办线上颁

奖礼、专家见面会、讲座、导览、表

演、放映、工作坊、游学等一系列面

向公众和艺术爱好者的多样立体互

动活动。 （李立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30 日，随着引桥中跨合龙段最

后 25 立方米混凝土浇筑完成，福

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成功实现

全桥贯通，这也标志着福厦高铁

建设进入最后冲刺期。

福厦高铁是国内首条跨海高

铁，正线全长 277.42 公里，其中泉

州湾跨海大桥全长 20.287 公里，

位于线路施工难度最大地段，是

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

据介绍，泉州湾跨海大桥海

上桥梁长 8.96 公里，跨越泉州湾

的主桥长 800 米、主跨 400 米，为

双塔双索面钢混结合梁半漂浮体

系斜拉桥。大桥结构类型多，施工

工艺复杂，建造过程中面临着战

线长、组织协调难度大、海上高空

作业风险高等一系列挑战。

福厦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中沿海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北起福州，途经莆田、泉

州，南至厦门和漳州。作为加快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

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基础

性、先行性项目，这条铁路建成通

车后，将缩短福州、厦门、泉州、漳

州之间的时空距离，厦榕两地将

形成 1 小时交通圈，厦漳泉将形

成半小时交通圈，东南沿海城市

群将串联起一条旅游“黄金带”，

为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预计 2023 年具备开通运营条

件。 （张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中国互联网协会日

前发布了《中国互联网企

业综合实力指数(2021)》，

揭晓“2021 年中国互联网

综合实力前百家企业”名

单，福建有 7 家互联网企

业上榜，其中厦门企业占

5家。

5 家上榜厦企分别

是：美图公司(第 28 位)，

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第 35 位)，厦门吉比

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 65 位)，厦门美柚股

份有限公司(第 95 位)，厦

门点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 99 位)。另两家上榜

闽企分别是福建网龙计

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第 39 位)、福建游龙

共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第 100 位)。

上榜的 5 家厦企均

是互联网百强榜的“常

客”。其中，四三九九连续

9 年上榜，在全国范围内

连续 9 年上榜的企业只

有 20 家。作为国内领先

的互联网游戏开发商、游

戏发行商及平台运营商，

四三九九旗下平台累计

注册用户已突破 6 亿人

次。

此外，上榜厦企都是

厦门市自主培养的生根型

企业，最“年长”的四三九

九已走过 19年发展历程，

最“年轻”的美柚、点触科

技均成立于2013年。面对

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

上榜厦企积极推动技术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

企业核心竞争力，也为厦

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持续

注入动能。

中国互联网协会还发

布了“2021 年中国互联网

成长型前 20 家企业”名

单，厦门鑫点击网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跻身榜单。

（林露虹）

海峡两岸龙舟赛
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奖

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名单揭晓
5 家厦门企业上榜

2021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厦开幕

厦门机场“第二通道”启用月余 累计通行上万人次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
国内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建设进入最后冲刺期

第七届侨智侨企创新创业论坛

暨金融惠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卢嘉锡———一位杰出的科学狂人

“华侨华人迎冬奥·2021 年

厦门市侨界业余羽毛球友谊赛”

在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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