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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制

定和完善人才保障、子女入学、技

术改造、产业发展环境、人文环境

……”经过审议并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厦门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进入三审，提出了更为完善

的草案修改稿。12 月 8 日，厦门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

议召开，《条例(草案)》等三部法规

草案提交审议。

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有利

于更好地支持市场主体创业创

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

(草案)》新增“产业发展环境”专

章，在产业规划、产业发展、园区

建设、用地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

在产业发展方面，《条例 (草

案)》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

符合厦门市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

产业链群、重点实体经济项目提

供政策支持，在土地、资金、人才、

保障性租赁房等方面制定扶持和

鼓励措施。

宜居宜业、和谐包容的人文

环境有利于吸引和聚集市场主

体、人才、资本、技术。《条例(草

案)》新增“人文环境”一章，体现厦

门营商环境的地域特色和优势，

拟确定每年的 11 月 1 日为“厦门

营商环境日”。

在住房保障方面，《条例 (草

案)》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通

过住房补贴、人才公寓等方式降

低居住成本。符合划拨目录的政

府部门、公益类事业单位投资建

设的人才公寓用地，可以划拨方

式供应。鼓励用人单位等社会力

量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

等方式参与人才公寓建设、筹集、

运营和管理。

人才是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

关键，《条例(草案)》增加规定，市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协调帮

助企业与高校对接，支持企业与

在闽、在厦高校建立直接合作关

系，鼓励毕业生来厦、留厦就业。

另外两部提交审议的法规草案

是《厦门经济特区养犬管理办法(修

正草案)》《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

创新进步条例(草案)》。 （张鑫惠）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第十

三届海峡论坛 12 月 10 日在福建

举办，主会场设在厦门，11 日举办

论坛大会，有关设区市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举办相关活动。论坛组

委会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

台湾主办单位代表以及台湾行业

精英、社团负责人、工青妇、乡镇

村里、农渔水利、民间信仰等各界

嘉宾以不同方式出席论坛相关活

动。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采用线

上线下结合、集中分散结合的举

办方式，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

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

济交流四大版块 41 场活动，同

期举办 15 场活动。从 6 月份开

始已陆续有 20 多场活动成功

举办，1500 多名台湾同胞参加，

10 万多台胞线上参与互动交流，

相关话题网络阅读量超过 2000

万。本届论坛面向台湾青年提

供了 1603 个岗位，将签订乡建

乡创、人才培养、台青创业、行

业合作等领域多项协议。

（柴逸扉）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大型采

访活动 12 月 7 日正式启动。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等近 20 家中央、境外和省

市主要新闻媒体同时将镜头对

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全面聚焦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成

就，深度观察“大厦之门”改革之

路，共同见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厦门更高水平建设“两高两

化”城市的生动实践。

采访活动在中宣部和福建

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厦门市

委宣传部组织开展，旨在全面反

映厦门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

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现

党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伟大创

举。厦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萌发地、实践地，习近平同志曾

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三年，为厦门

创造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

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是厦门发

展的最大优势和强大动力。在建

设经济特区 40 年历程中，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始终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昔日滨海小城发

展成为一座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

此次集中采访的选点具有很

强的代表性，媒体记者将走进厦

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参观厦

门经济特区纪念馆，纵览特区 40

年发展脉络；走进集美新城、翔安

东部体育会展新城，感受厦门跨

岛发展的显著成果；探访高新企

业和产业园区，了解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的创新活力；走进岛内外

山村和社区，探寻厦门乡村振兴

和社会治理的成功密码。（郭睿）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

道 12 月 7 日上午，在地铁

吕厝站，由厦门市公安局主

办打造的全省首辆构建全

社会反诈云联盟“橙风破

诈”号反诈专列正式首发。

以“橙风破诈，平安有我；传

橙 100，点亮全城”为主题的

“传橙点亮行动”同步启动。

六节车厢设置了六个不

同主题的反诈宣传内容，分

别对应思明、湖里、集美、海

沧、同安、翔安六个区的公安

分局。反诈车厢内，“小梧哥”

“筼筜兔”等反诈卡通形象齐

亮相，他们拿着反诈宣传标

语牌，市民乘客纷纷上前合

影，各区公安局各显身手，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反

诈知识。 （郑丽金厦公宣）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有了自己的“河（湖）长日”。

2021年第2号厦门总河长令日

前正式签发，发布《关于确定厦

门市河（湖）长日的通知》，明确

将每年3月 30日设立为厦门

市“河（湖）长日”。

有了“河（湖）长日”后，厦

门市将与每年的“3·22”世界

水日相结合，围绕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

等相关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

河长制宣传实践活动，在全社

会营造良好的管河湖、护河

湖、爱河湖的氛围。

市河长办透露，“河（湖）

长日”期间，各级河湖长将开

展巡河巡湖活动，重点巡查河

湖水质、入河湖排污口、河湖

“四乱”问题、治水工程进展及

群众关注的水环境问题等，及

时协调解决河湖综合治理问

题，推动河湖管护走深走实。

同时，厦门市还将开展

“共管共治”活动，邀请人大、

政协、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

门和企业河长、市民河长、党

员河长等民间河长积极参与

巡河护湖活动。广泛发动群众

参与河湖管护志愿活动，凝聚

起强大的管河护湖力量。

厦门实行河长制始于

2014 年，明确全市 9条主要

溪流河长、河段长和村（居）专

管员，形成推动溪流综合治理

和长效管理的新机制。多年

来，河长制有力推动厦门水环

境治理全面提升，为厦门水域

的水质保驾护航。此次设立

“河（湖）长日”，旨在进一步强

化落实厦门市河湖长制，压实

河湖长责任，切实担起管河治

湖职责，同时广泛发动公众参

与，构建政府、公众共管共治的

现代水环境治理体系，营造全

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

良好氛围。

那么，“河（湖）长日”为

什么定在 3月 30 日呢？市河

长办解释道，1988 年 3 月 30

日，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

开了“综合治理筼筜湖”专题

会议，建立了筼筜湖综合治

理的体制机制，创造性地提

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

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

境”的 20 字治湖方针。厦门

市把这一天确定为“河（湖）

长日”。 （吴晓菁）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

厦门海关近日在厦门自贸片

区的海沧港综合保税区、象

屿综合保税区内，正式开展

RCEP 措施的先行试点。据

了解，本次全国共 6 个海关

首批开展相关措施先行试

点，厦门海关为其中之一。

11 月 2 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保

管机构东盟秘书处发布通

知，宣布文莱、柬埔寨、老挝、

新加坡、泰国、越南等 6 个东

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

兰、澳大利亚等 4 个非东盟

成员国已向东盟秘书长正式

提交核准书，达到协定生效

门槛。根据协定规定，RCEP

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对上

述十国开始生效。

作为首批开展试点的海

关，厦门海关于 11 月初起先

行试点“培育区内企业做好

经核准出口商政策实施准

备”及“对优惠贸易协定项下

原产地证书明确可接受的

‘微小差错’范围”两项政

策。试点政策实施后，海沧

港综合保税区、象屿综合保

税区内的进口企业向海关

提交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

原产地证书中存在的微小

差错，海关接受进行修改，企

业可免于改单、重报等手续，

通关流程将更加顺畅。

（刘佳盈王昶）

“橙风破诈”来了！
福建首辆反诈地铁专列亮相厦门

厦门“河（湖）长日”设在3月30日

厦门海关先行试点RCEP政策
成全国首批试点六个海关之一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周年大型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6 日 21 时，纵贯同安、翔安的

交通主动脉———同翔大道（沈海

高速至洪新路段）正式开通运营。

至此，同翔大道全线通车运营。

同翔大道于 2016 年 7 月开

工建设，由市交通局执法支队质

安大队负责质量安全监督。该工

程分为“沈海高速至洪新路段”和

“洪新路至同新路段”，路线全长

6.62 公里。其中“洪新路至同新路

段”于 2020 年 1 月建成通车。

本次开通运营的“沈海高速

至洪新路段”，起于沈海高速马巷

分离立交处，路线大致呈南北走

向，终点位于洪新互通立交。路线

全长 3.78 公里，设计行车时速 80

公里，路幅宽 60 米，主车道双向

六车道，辅道双向四车道。全线设

主线高架桥、分离式立交桥 3 座、

互通式立交桥 1 座，是名副其实

的交通主动脉。

同翔大道是厦门市“两环八

射”快速交通路网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建成通车，将进一

步构筑和完善厦门市快速路网结

构，盘活同安东部、北部地带的快

速交通网。

同时，作为一条重要的产业大

道，同翔大道串联起同安、翔安两大

高科技产业基地，将大大提高周边

沿线企业的交通疏运能力，进一步

提升厦门市营商环境，为招商引资

夯实基础。 （林钦圣黄波）

厦门同翔大道全线通车运营

华侨大学与 9国 11个单位

共建海外招生处

歌舞抒发爱国情

欢笑团结侨胞心
第八届厦门市侨界联欢节举办

海外华人华裔寻根

的“指南针”———陈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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