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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3月

16 日，省委书记尹力在厦门实地

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尹力强

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动态清零”不动摇，坚持常态

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

结合，针对病毒株变异特点，加强

各方面防控措施，在快速精准精

细上下功夫，努力做到疫情防控

不松劲、经济社会不停摆，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

响。

正在加紧建设的厦门国际健

康驿站，位于湖里区高崎机场北

侧，规划设置隔离房间逾 6000

间，用于满足入境人员“一站式”

健康管理要求。尹力走进项目现

场，实地察看建设进度和驿站的

功能布局、隔离单元设置、分区分

通道及智能化无接触服务等情

况。尹力指出，厦门作为国内主要

入境口岸，境外疫情输入压力大。

作为外防输入“关口前移”的重要

举措和健康屏障，国际健康驿站

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各参建单位

要严格落实设计规范和防疫要

求，考虑安全实用、平急结合、适

度超前，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倒

排工期，努力争取早建成早使用

和早发挥作用。

尹力一行随后来到厦门市疾

控中心，详细询问疫情应急处置、流

行病学调查、病毒基因测序等情况，

并看望慰问一线防疫工作人员。尹

力说，这次疫情对我们是又一次严

峻的考验，要因时因势及时调整，迅

速进入应急状态。厦门要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治理、生物制

药等方面优势，坚持靶向发力，瞄准

目标、盯住问题、又快又准，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过程中，不断取得

新经验、探索新路子，为经济社会发

展夯实前提和基础。“你们的工作很

辛苦、很有效，很有意义！”尹力感谢

流调溯源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希

望大家在疫情防控中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

调研中，尹力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厦门、漳州、龙岩疫情防控

工作汇报。他强调，外防输入始终是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一刻都不能

放松。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没有发生疫情时关键在“防”，发生

疫情后行动要“快”、处置要“准”，从

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迅速切

断传播途径和链条，坚决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控

和应急处置转换机制，及时激活指

挥体系，完善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

制，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报告制

度。要充分发挥有关部门信息技术

的协同优势，尽快查清传播轨迹，及

时排查隐患、消除风险，有序组织开

展核酸检测，尽快扑灭疫情“燃点”。

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建

立和完善社会网格化管理体系，充

实基层疫情防控力量，动员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参与配合，把疫情防控

各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

省领导崔永辉、李德金分别

参加有关活动。 （周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今

年1-2月，厦门市 125 个省重点在

建项目计划投资115.6 亿元，实际

完成投资 154.7 亿元，超同期计划

投资39.1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 21.1%，超序时进度 4.4 个百分

点，各行业全力奋战取得“开门红”。

从各行业完成情况来看，厦门

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 (一

期)等 46 个产业项目，实际完成投

资57.4 亿元，超同期计划投资 20.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19.8%；第二东

通道等 65个基础设施项目，实际

完成投资88.1 亿元，超同期计划投

资16.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22.2%；

同安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等 14

个社会事业项目，实际完成投资9.2

亿元，超同期计划投资1.6 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20.4%。

1-2月，全市 125个省重点在

建项目计划开工7个，实际开工 11

个。其中，生物制品科学与技术福

建省创新实验室、翔安区市政排水

管网正本清源改造、新 324 国道(翔

安段)提升改造工程、厦门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段工程4个项目较原计

划提前开工。 （张玲玲李春妮）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3 月 15 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3·15 在行动”特别节目在

《电信网络诈骗如何防范？怎

样打击？》板块中专题对厦门

反诈工作进行报道，点赞厦门

警方开展精准宣防劝阻，创新

推出“反诈地铁”，构筑全民反

诈“心防线”，有效守护市民群

众“钱袋子”等特色反诈工作

经验做法。

近年来，厦门市在全国首

创“数字指纹”技术、研发“反

诈骗阵地系统”持续优化警务

流程，全面提升反诈宣防效

能，确保在与犯罪分子的“时

间竞赛”中赢得主动。2021 年

全市电信网络诈骗刑事警情

在前一年同比下降 24.96%的

基础上再降 20.36%，今年 1 至

2 月，全市电信网络诈骗警情

同比再降 21.68%，反诈精准宣

防“厦门经验”在全国推广。

（陈捷厦公宣）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3月 15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城

市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城市

环境所”)的 4 名外籍科技工作

者接过科技特派员证书，正式

加入厦门市科技特派员队伍。

据了解，厦门市通过邀

请担任科技特派员和科技顾

问等方式，为本市外籍创新

创业人才搭建更广阔的平

台，推动更多领域合作，同时

还将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

为引进优秀的国外人才提供

更大的便利。

城市环境所德国籍研究

员 Franz 是此次获颁证书的外

籍科技特派员之一，他长期担

任国际科联“城市健康与福祉

计划”执行主任，在社会生态

系统、制度经济学等领域有深

入的研究。“很开心能成为厦

门市科技特派员，并与相关企

业开展更深度的合作。”Franz

说，希望未来能通过“城市健

康与福祉计划”这一国际项目

平台，引进国际先进的环境技

术，为厦门市乃至全国企业提

供更广泛的合作机会。

“一直以来，我们十分注

重高端国际化人才的引进与

环境科技产业化。”中科院院

士、城市环境所学术所长朱永

官表示，该所将大力引进国际

科学家和先进的生态环境治

理技术，并通过科技特派员等

工作机制为厦门企业的创新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未来还将

继续联合厦门市科技局，大力

推进外籍科技特派员与环境

领域企业的紧密合作。

“我们在有机固废处置资

源化利用和农业种植等领域

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少技术

瓶颈，希望通过外籍人才将更

多国际先进技术引入企业

中。”厦门江平生物基质技术

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陈嵩表示，

十分期待外籍科技特派员机

制在今后的推行，能够为企业

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帮助企

业开拓国际视野，寻求国际合

作。 （吴君宁）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推窗望绿、行路见荫、移步异

景，一年四季，厦门这座城市

生机盎然。据了解，今年厦门

将继续按照“两高两化”建设

部署，深化落实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加快实现碳排放碳达峰

的相关要求，计划植树造林

2860 亩、森林抚育 1万亩。

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市建

成区绿地面积 1.68 万公顷，公

园绿地面积 5789.15 公顷，建

成区绿地率 41.5%，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 45.65%，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4.84 平方米，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84.01%。

2022 年，全市计划完成新

增或改造提升城市园林绿地

面积 400 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100 公顷。完成新建或改造提

升 30 个口袋公园、30 处立体

绿化、40 公里绿道、100 公顷

郊野公园。在园林绿化方面，

厦门将继续实施“跨岛”发展

战略，岛内进一步拓展城市中

心区绿色公共空间，挖潜增绿

增彩，着重在立体绿化上下功

夫；岛外结合新城建设绿道，

在新建和改造道路工程中，多

用市树、乡土树种和适生树

种，突出植物特色，打造舒适

出行环境，提升高颜值生态花

园城市形象。

在园林绿化品质提升方

面，厦门将进一步完善绿地规

划，狠抓设计规范，健全管理

制度，细化绿化标准，通过改

进园林绿化考评办法，加强公

园绿化、屋顶绿化、阳台绿化，

强化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日

前，金砖国家绿色金融系列研修班

正式开班，首期主题为“绿色债券”。

本次研修班由金砖国家工商理

事会中方理事会主席单位、中方理

事会金融工作组组长单位中国工

商银行与厦门市金砖办联合举办。

研修班共三期，内容覆盖绿色债券、

绿色信贷和碳金融等绿色金融领

域重点及热点话题，邀请商业和学

术界专家学者深入介绍全球绿色金

融政策框架与发展趋势、各类绿色

金融工具发展前沿动态、实践案例

及未来趋势，旨在加强金砖五国框

架内金融及工商业企业绿色金融

能力建设，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与交

流合作，助力五国经济绿色复苏。

在开班仪式上，北京绿色金

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

中心主任程琳就绿色金融全球政

策框架与发展趋势做专业性、前

瞻性介绍，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中

国区总经理谢文泓、东方汇理银

行可持续发展银行亚太区分析师

黄家伟分别就绿色与可持续债券

市场现状与展望、国内外绿债标

准、债券发行流程与案例介绍等

角度对绿色债券做了全面讲解。

本次研修班面向金砖五国工商

界举办，以线上形式进行，并通过云

直播间平台进行转播，研修班首期

课程共吸引金砖及“金砖+”国家近

万人次在线观看。会后，参会机构纷

纷表示研修班内容切合实际、贴近

需求，并对后续课程表示较高期待。

2022 年是金砖“中国年”。金

砖创新基地将在中方工作机制成

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金砖国

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的统筹

部署下，聚焦政策协调、人才培

养、项目开发等重点任务，有效整

合利用国内国外金砖资源，促成

更多务实合作。厦门市金砖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金砖创新基

地三大重点任务之一，今年人才

培养工作将充分调研金砖国家产

业链的整体分布和发展状况，深

入了解金砖各国优势特点和实际

需求，整合“政产学研用”多方资

源，打造特色鲜明、品牌优势突出

的个性化培训体系。（钟宝坤）

央视“3·15”点赞反诈“厦门经验”

四名外籍人才获聘科技特派员
助力厦企开拓国际视野

今年厦门拟新增或改造
提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 400 公顷

在精准精细上下功夫 打好疫情防控组合拳

助力台青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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