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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4

月 19 日，厦门组织 29 个重大项

目参加第二季度全省视频连线集

中开工活动。市领导黄文辉、杨国

豪、魏克良、张毅恭等在厦门分会

场参加开工有关活动。

开工项目总投资约 214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42 亿元。项

目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

等领域，具有质量效益优、社会效

应好、带动能力强的特点。其中:

产业类项目 13 个，总投资 102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24 亿元；基础

设施类项目 10 个，总投资 8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4 亿元；社会

事业类项目 6 个，总投资 2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亿元。

这些项目集中开工建设，将有

力促进厦门产业集群化发展、基础

设施提升、生态环境优化、民生福

祉建设，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超越和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

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提供支撑。

厦门生物医药港北片区项目

作为厦门市代表项目参加全省视

频连线开工。该项目位于海沧区，

总投资 23.48 亿元，建筑面积

56.7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物医

药标准化厂房、研发基地、办公楼

及服务设施，具体包括宝太生物

POCT(即时检测)产业园、生物医

药港通用厂房五期、力品药业海

沧总部等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加速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优

势集聚，提升在即时检测、药品、

医用材料等生物医药领域的综合

竞争力，为生物医药产业链稳步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一季度，厦门市聚焦“提

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紧

扣目标，聚力攻坚，项目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二季度是抓推进、促发

展的关键时期，市委市政府要求

各级各部门坚持项目带动，苦干

实干、提速提效，推动签约项目尽

快落地开工、在建项目尽快竣工

投产，更快更多形成实物工作量，

奋力实现“双过半”，为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蔡镇金）

本报讯 4 月 15 日，厦门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

主持召开2022年第一季度全

市统战工作务虚会，总结第一

季度工作，研究部署第二季度

工作任务。市委统战部部务会

成员，各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市侨联、台联、金联、职教

社、欧美同学会主要领导，部

机关各处室及统战系统各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区委统战部和市

侨联、台联、金联、职教社、欧

美同学会主要负责同志分别

作工作汇报，市委统战部部务

会成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作

工作发言。会议指出，各单位

近阶段工作成效显著、亮点突

出，希望继续加强交流、共享

经验、互通有无，做到“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深入

学习贯彻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精神，紧扣主线、聚焦重点，力

争做到推动中心工作有新举

措、常规工作有新提升、重点

工作有新突破，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会议要

求，下阶段全市统战工作要聚

焦政治引领，以更高站位凝聚

统战“智与力”；要聚焦服务大

局，以更实举措体现统战“做

与为”；要聚焦守正创新，以更

大力度紧抓统战“实与效”；要

聚焦固本强基，以更硬作风彰

显统战“精与专”。

厦门对RCEP其他成员国
出口强劲增长
一季度出口 276.6 亿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受益于 RCEP 正

式生效的政策红利，厦门市对RCEP 其他成员国

进出口呈现火热态势。4月 20 日，厦门海关发布

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厦门市对 RCEP 其他成

员国进出口 683.1 亿元，同比增长 3.5%，占厦门

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33.3%。其中，出口 276.6 亿

元，增长 15.3%；进口 406.5 亿元，下降 3.3%。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抢眼。一季度，厦

门市民营企业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24.1亿

元，增长13.2%；国有企业进出口279.9亿元，增长

6.9%；外资企业进出口179亿元，下降10.6%。

据厦门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机电产品、金

属矿及矿砂、农产品为主要进口商品。一季度，厦

门市自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口机电产品 82.6 亿

元，增长 3.1%；进口金属矿及矿砂 79.4 亿元，下

降 39.1%；进口农产品 60.7 亿元，增长 10.3%；三

项商品合计占进口总值 54.8%。

出口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一

季度，厦门市向RCEP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

121.8 亿元，增长 12.2%；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61.5 亿元，增长 10.4%；两项商品合计占出口总值

的 66.3%。此外，出口农产品 20 亿元，增长 8%，占

7.2%。 （陈璐蔡颖哲）

2022 年
“人文集美·悦读季”启动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2022 年“人文集

美·悦读季”启动，今年的主题是“悦读阅青春”。

鼓励生活在集美的青少年，跟随“悦读季”的脚

步，走进集美的大街小巷，让阅读为青春赋能。

作为人文集美的品牌文化活动之一，“人文集

美·悦读季”已连续举办六年，今年进入第七个年

头。阅读可以提升人的素养，也可以孕育城市气质。

六年多来，“人文集美·悦读季”通过每年一个主题、

不同的系列活动，挖掘人文集美的故事，让“书香满

城”成为人文集美一道美丽的城市文明风景线。

今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让更多青少

年通过书籍阅读、脚步丈量，深入了解集美，扎根集

美，共筑书香集美，实现青年发展与城区发展有机

融合、友好互动，为集美区更高水平建设“两高两

化”示范区凝聚更加强大的青春智慧和青春力量。

其中的两项活动分别是“亲子陪伴共同成

长”征文比赛、探寻集美历史文化遗迹和红色景

点等，让广大青少年和市民在阅读书本的同时也

阅读大自然之书，通过阅读和行走，领略“海的集

美”“嘉庚集美”“学村集美”“五育集美”“心安集

美”“创新集美”。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悦读”成为青少年精神

成长的“新引擎”。 （陈满意）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4

月 18 日，位于水仙路 12 号的“城

记·中山路”展示厅正式开放。展

示厅以全新的城市场景空间呈现，

面积不大，却浓缩了中山路片区的

“前世今生”，市民游客可以在鲜活

的场景中感受中山路的故事，在古

早味的音频中感受市井的烟火味。

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项

目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山

路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

“城记·中山路”展示厅，是希望通

过全新的形式，让中山路的历史文

化遗产“复活”，传承城市文脉。

“城记·中山路”展示厅共三层，

包含“人文之光”“历史走廊”“记忆

场景”和“未来畅想”四大板块内容。

“人文之光”是“城记·中山路”展示

厅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展区，设有“城

市生长生命地图”“骑楼大观时空

之塔”艺术装置以及“城势再生文

化沙盘”三个主题创作作品。

郁达夫为《天仙旅社特刊》写下

的序言、南泰成的广告、清末民初的

厦门版钞票、《厦门二十五年度

（1936 年）国货展览会特刊》……穿

行在“历史走廊”里，你不仅可以看

到珍贵的历史资料，还能扫码聆听

最齐全、最生动的中山路历史。

在“记忆场景”板块，市民游客

可以通过微缩场景、片区内的建筑

文化，感受中山路的生活百态。这

里还有一张特殊的桌子，从清晨到

日暮，中山路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

被“写”入这张时间长桌。在“未来

畅想”，市民游客可以在便签上留

言写下感受与心情，也可以通过小

游戏的方式，DIY 心中的骑楼。

“我是 1988 年来厦门的，当时

的中山路晚上很暗，现在夜景很美

……”贴近照片、睁大眼睛，厦门大

学教授潘维廉在一张上世纪 80 年

代中山路的老照片前仔细寻找着自

己的记忆。应邀到场参观的潘维廉

一直关注中山路的一举一动，对“城

记·中山路”的开放表示赞许，“这样

的形式可以让市民游客零距离了解

中山路的历史、文化，产生共情。”

据悉，“城记·中山路”开馆时

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9:30-17:30，周

一闭馆。市民可通过小程序“城记

中山路”预约，免费入场。（吴晓菁）

庆祝鼓浪屿
申遗成功五周年
精品画展呈现琴岛之美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4 月 19

日，“琴岛写意———庆祝鼓浪屿申遗成功

五周年精品画展”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

馆正式开展。

据介绍，此次画展由福建省美术家协

会、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鼓浪屿 -

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故宫

鼓浪屿外国文物馆承办。展览时间为 4月

19 日至 6月 12 日。

“本次展出的作品，生动诠释了鼓浪屿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风采和魅力。”工作

人员介绍，本次展览所呈现的 42幅作品，

由福建省内知名艺术家联袂献出，国画、油

画、水彩画作品各展风采。主办方表示，希

冀此举能够用艺术形式推动价值共享，坚

定文化自信，展示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价

值与人文情怀，并借此推动后申遗时代鼓

浪屿多元文化和多种业态的融合，为促进

文化交流互鉴做出贡献。 （房舒洪小燚）

《生物安全法》
实施一周年

全国首个主题展厅在厦门开馆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在第七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和《生物安全法》实

施一周年之际，近日，全国首个以《生物安

全法》为主题的科普展厅———“厦门海关

国门生物安全展厅”正式开馆。

该展厅建筑面积约 930 平方米，通过

图文展板、实物标本、VR游戏、场景模拟

等方式，让参观者了解海关守护国门生物

安全把关成果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核酸采

样、防护服穿脱、旅客入境、外来物种入侵

防控等国门生物安全相关场景。

（孙春燕陈蓉蓉）

触摸中山路片区的“前世今生”
“城记·中山路”展示厅用全新形式传承城市文脉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举办

“厦门城市建设回顾及展望”讲座

厦门自贸片区

迎来挂牌七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