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林硕）4 月 28

日上午，2022 年侨家乐·福建省

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同安竹坝

专场在厦门正式启动。活动由

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福建省委

统战部、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共同指导，省侨联统筹部署，厦

门市侨联主办，同安区委统战

部、同安区侨联、五显镇人民政

府承办，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

同安区五显镇侨联、同安区五显

镇侨安社区协办。

福建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

员会主任刘宏伟，省侨联主席陈

式海、副主席张瑶，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

任何秀珍，菲律宾驻厦门总领

事馆副领事何怡莲，厦门市侨

联主席陈俊泳，同安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叶晓东，以及市政协

港澳台侨委、市农业农村局、市

商务局、市文旅局、市外办和同

安区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单位的

代表共同参加了开幕式。

本次华侨美食文化节内容

丰富，有“闽韵侨味”美食民俗

文化展、田园牧歌游竹坝、“系

侨情·聚侨心”公益活动等。活

动现场，身着色彩斑斓服饰的归

侨侨眷们载歌载舞，充分把

“侨”文化与本土文化完美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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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5 月 5 日，全国首个农业

碳汇交易平台落地厦门。当

天，全国首批农业碳票发证

暨农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

在同安区莲花镇高山党校

初心使命馆举行，推动 7755

亩生态茶园、共计 3357 吨

农业碳汇作为全国首批农

业碳汇交易项目签约。

此次设立的厦门产权

交易中心农业碳汇交易平

台，将提供农业碳汇开发、

测算、交易、登记等一站式

服务，促进农业生产转化为

碳交易产品，推动农业“碳

票”变“钞票”，为增加农民

收入开辟新途径。

接下来，厦门产权交易

中心农业碳汇交易平台将

通过乡村绿色交易下沉式

服务，把军营村、白交祠村

的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全

市及周边城市乡村集体经

济组织，并通过建立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

开启运用绿色要素市场机

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力争打造成“农碳交易 +乡

村振兴”的厦门样板。

（卢漳华杨心亮黄静怡）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近日，福建省发改委筛选推出

了 2022 年福建省重点招商项

目，共 321 个项目，总投资达

7916 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

目 78 项，现代服务业项目 47

项，基础设施项目 11 项，特色

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项目 32

项，数字经济项目 50 项，海洋

经济项目 15 项，绿色经济项目

27 项，文旅经济项目 61 项。

本次厦门市共有 38 个项

目入选，主要为新能源汽车电

子、高端装备制造等 8 个先进

制造业项目；医疗器械、物流区

域总部、邮轮物供基地等 13 个

现代服务业项目；高科技种苗

项目和农产品加工业 2 个特色

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项目；集

成电路制造及封装测试、计算

机与移动通讯设备等 10个数字

经济项目；海洋生物研发与生

产、海洋新材料 2个海洋经济项

目；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项目

和电池正极材料 2 个绿色经济

项目；1个旅游新业态项目。

这些项目符合国家及福建

省产业政策导向，具有较好的

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前期工

作已达一定深度, 承办单位落

实，预期投资收益较好。这些项

目已在省发改委网站上发布，

并将在今年“9·8”投洽会、世界

闽商大会等各项重大经贸交流

活动中予以重点推介，为广大

投资者提供福建省的招商意向

需求和详细准确的对接信息。

（张诗）

畅游多彩文旅尽享曼妙夜晚
“五一”小长假厦门旅游市场整体回暖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5 月 4 日，携程发

布的《2022 五一假期出游报告》显示，今年“五

一”小长假，用户出游整体呈现就近、就地特

点，本地游订单占比达 40%，较 2020 年、2021

年同期显著提升。露营旅行、乡村旅游等出游

形式受到青睐。

多彩文旅活动全面开花
“五一”期间，各区各景点纷纷推出多彩文

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五一”当天，“福佑中华，潮起中山”旺街活

动在中山路举行，舞狮、木偶三绝等非遗文化

演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同安汀

溪镇还举行了“乡约古城 食在同安”2022 厦门

市同安区首届美食旅游康养文化节，带火乡村

游。游客们可以赏乡村美景、尝同安小吃、游温

泉民宿、探古厝秘境。据介绍，“五一”当天该活

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到场观光。

“五一”期间，翔安香山公园、植物园、天竺

山森林公园等户外活动场所同样备受青睐。据

驴妈妈旅游网联合奇创旅游集团发布《2022 五

一假期出游总结报告》显示，近郊户外景区和

亲子主题民宿备受欢迎，特别是空间开阔、空

气清新、以放松疗养为主的郊野公园、森林公

园人气十足。

奇妙夜生活浪漫又精彩
白天户外游玩丰富多彩，夜间活动同样浪

漫精彩。

“五一”期间，厦门市中山路人民剧场外墙

举行 3D灯光秀展演，每晚 7点半准时上演，每

场时长约 30 分钟。以光影为笔，以骑楼为卷。

活动现场，奔流的海水、跃动的海豚、漂浮的海

草……绚烂的光影在古老的骑楼上轮番变幻，

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引得过往市民游客驻

足观看。

胡里山炮台文保奇妙夜，数字光影、电音

狂欢DJ、劲辣热舞摇滚乐队 live 等潮酷演艺悉

数登场。夜幕降临，白天郁郁葱葱的百米榕道

在灯光的映衬下幻化成了“星空隧道”。市民游

客在光、影、声的世界里，体验了一场全新的视

听盛宴，汉服快闪秀、音乐周边潮玩市集等市

场潮流活动令许多年轻人大呼“过瘾”。

开放时间从白天持续到晚上 8点的环东浪

漫线“五一”浪潮市集，也吸引不少市民闻讯赶

来。官浔溪体育公园、美峰体育公园和观浪路回

车区三个不同主题的会场，文创产品、手作烘焙、

咖啡甜品、鲜花乐队等琳琅满目。晚风轻拂，在乐队

演出营造浪漫度假的氛围中，在车主们分享的后备

厢的旅行故事中，在精致的甜点、香郁的咖啡饮品

中，在各种小众的设计饰品中，市民游客找到了

属于各自心中的那份假期的轻松与浪漫。

（陈翠仙林燕萍洪艳艳）

厦门赛区率先启动 2023 年

亚足联中国亚洲杯“十城带百县”计划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4

月 30 日，2023 年亚足联中国亚

洲杯厦门赛区“十城带百县”助

力乡村振兴计划启动仪式在厦

门举行。

“十城带百县”助力乡村振

兴计划由亚洲杯中国组委会

发起，是中国组委会在履行亚

洲杯社会责任实践中的重大创

新和有益探索，得到亚足联的高

度认可。中国组委会将联合包括

厦门在内的十个承办城市，计划

投入资金5000万元，在全国121

个县开展足球主题帮扶，将惠及

百余万青少年。

厦门是首个启动“十城带百

县”计划的赛区。现场发布了厦

门赛区“十城带百县”助力乡村

振兴计划“六个一”主题活动，包

含了主题夏令营、足球进校园进

社区、基层教练员技术培训以及

在赛事期间提供现场观赛、牵手

球童和参与赛事展演机会等足

球帮扶活动。这些帮扶活动将于

近期开始在宁夏永宁县、闽宁

镇、彭阳县、泾源县、新疆吉木萨

尔、福建浦城等厦门对口帮扶县

市举办。 （邓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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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 38个招商项目
入选今年省重点

“厦门智造”频频亮相央视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千吨级的桥墩

如何在海里站稳脚跟，机器人怎样制作钢筋

……今年“五一”期间，厦门亮相央视《新闻

联播》《新闻直播间》《天下财经》等节目，不

仅展示了美丽风光，还展现了劳动者们奋战

在特区建设一线的风采。

目前，福厦高铁厦门北站已完成基础部

分的施工，正在进行主体结构的建设。“五

一”假期，现场的施工人员超过 1800 名。

施工现场还有不少工业机器人，比如混

凝土浇灌后需要进行收面作业保持平整，等混

凝土干燥后还需要打磨，这些工作就是由机器

人完成的。据了解，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使用的

钢筋超过 4.6 万吨，其中 80%由机器人完成加

工，使得施工的精度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也极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福厦高铁正线全长 278 公里，是中国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预计 2023 年将建成通车，旅

客乘坐高铁从福州到厦门的时间将缩短

到 50 分钟以内，为福建沿海打造“一小时

经济圈”提供强劲动力。

翔安大桥是厦门的第七条进出岛通道，

工程人员攻克了海上风浪大、潮差高、岩层

强度高等重重困难，创造了多项新技术和新

工艺。

比如，要让千吨级的桥墩在海里站稳脚

跟，每个桥墩里面都需要有 6 根钢管打进海

底，施工方自主研发了“打桩神器”———船载

式三层可伸缩移动导向架，不仅可以解决自

然环境带来的难题，同时还保证了施工的精

度，获得全国公路微创新大奖，成为跨海大

桥建设中的新工法。

预计 2023 年翔安大桥将建成通车，为

厦门目前正在积极打造的“一带一路”国家

物流新通道和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起到

重要作用。 （王绍亮）

境内外商协会企业家交流座谈会

在厦门召开

“2022 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

暨“侨心向党，喜迎二十大———

第九届厦门侨界联欢节”启动

新时代的“五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