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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

立 100 周年。5 月 11 日，厦门

市庆祝建团 100 周年主题活动

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崔永辉、黄

文辉、杨国豪、魏克良等市领

导，参观了市青少年党史教育

基地和红领巾主题教育基地，

并为厦门市 8 位优秀青年代表

颁奖，为 8 支“青字号”队伍出

征授旗。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厦

门市各级团组织始终自觉把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作为行

动纲领，坚持围绕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聚焦青年所需所盼，服

务青年成长成才。今年“五四”

期间，厦门市田径运动员朱德

宁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另有

2 个集体 2 名个人获全国级

“两红两优”，8 个集体和 13 名

个人获省级荣誉。同时，“青字

号”品牌不断涌现，他们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青春誓言。当天接受出征

授旗的 8 支“青字号”队伍分别

来自：市青联、市青企协、市青

商会、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

者、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

手、青年人才服务队。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庆祝建团 100 周

年青春分享会上，来自厦门市

各区、各系统、各条战线的青年

轮番登台，以朗诵、舞蹈、合唱

等形式，展示了青年们在厦筑

梦，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故事。《青春放歌》呈现了新

一代厦门青年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的足迹，在各自岗位火热实

践的场景，表达了勇立潮头、勇

毅前行，让青春在鹭岛纵情高

歌的决心。视频《想念那特区边

远山村》，讲述了同安军营村大

学生村官扎根边远山村的故

事，号召年轻人共同参与乡村

振兴战略，共同施展年轻的梦

想。舞蹈《青春的海洋》，讲述了

大学生在党史团史学习中汲取

力量，留厦助力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故事。风采展《厦门，我对

你说》中，留学归国青年、侨青

等各界代表，以肺腑之言表达

对厦门这座城市的热爱，并诚

邀五湖四海的青年来厦筑梦，

共创青春之厦门。厦门身处两

岸融合最前沿，《台青登陆第一

家园第一站》访谈中，两岸青年

代表围绕文体交流、创业就

业、情感交往等主题进行分

享，展现了两岸青年相知相

识，共同成长成才的故事。《传

承·青年城市合伙人》宣言将

整场分享会推向又一个高潮，

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英才是

城市的未来，他们通过筑梦传

承、人才传承、协会传承，展示

了加大在厦创新创业、投资发

展的坚定信心。大合唱《人民

至上》是分享会的尾声，这首

原创歌曲道出厦门青年沿着

党指引的方向，为了人民幸福

再出发的心声。

市领导王雪敏、陈紫萱、廖

华生、黄奋强等参加了庆祝活

动。 （詹文）

本报讯 5 月 10 日下午，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主

持召开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

与市委统战部机关、市欧美同

学会青年干部展开座谈交流。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

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珍出

席会议。

会上，青年干部深入学习

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在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围绕

“立足本职、守正创新，开创统

战工作新局面”主题畅谈理

想，分享自身如何勇立潮头、

勇毅前行，练好内功、增强本

领，为新时代统战工作贡献智

慧力量。

王雪敏表示，年轻干部是

统战机关的骨干力量，是推动

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肩负着开创新时代厦门市统战

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寄望

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

达”，青年干部不管在哪个岗

位，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担当

作为。她要求部机关的年轻干

部，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做到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明确人

生目标，聚焦“勇立潮头、勇毅

前行，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创新担

当争一流。三要肩负责任使命，

以“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

惰寸功”勉励自身，担当作为。

四要坚持勇争第一，要秉持“工

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精

神，想尽一切办法，超额完成任

务，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

的青年干部。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的

“关键变量”已成为推动“十四

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增量”。日前，厦门市政府正式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厦门科学

城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厦门市将深入实

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全方位

加快建设“科、产、城、人、用”

高度融合的厦门科学城，打造

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超越的

新增长极与核心“动力源”。

厦门科学城依托岛外同

安、翔安、集美三区建设，总

规划面积 34.12 平方公里，包

括同-集(约 27平方公里)、翔

安莲河(7.12 平方公里)两个片

区。厦门科学城在科技创新这

个“关键变量”上积势蓄能、挖

潜增效，正加快释放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厦门科

技创新创业引导基金设立、

厦门科学城基金湾区正式揭

牌、首个“创新飞地”厦门科

学城北京成果培育基地即将

挂牌运营、生物制品省创新

实验室加快建设、策划海洋领

域省创新实验室、未来产业重

点跟踪的40个创新项目总投

资 335亿元、中关村大学科技

园联盟成果转化基地牵引带

动北京15家“双一流”高校科

技成果来厦转化……自去年

厦门科学城建设全面启动以

来，市科技局牵头并联合相关

区政府、片区建设指挥部，奋

楫争先推动厦门科学城建设

取得初步成效。

与科技园、高新区等不

太一样的是，科学城更加强

调原创性的科学理论研究发

展，及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集群为基础的原始创新能

力。由市科技局牵头起草的

《若干措施》，将立足当前厦

门市打造高质量产业体系的

迫切需要，聚焦集聚“增量”

的重大创新平台、新型研发

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

业孵化器等高能级创新创业

主体，通过体制机制赋能和

加大政策扶持，着力将厦门

科学城打造成为可持续不断

孵化，输送新知识、新技术、

新产品、新项目、新企业的

“超级孵化器”，全面提升城

市创新策源能力和内生发展

动能。 （吴君宁曾广明）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二期

建设正有序推进。据悉，该项目

总工程量已完成约 70%，预计

今年内建成开放。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

起于五缘湾，沿线串联金山、湖

边水库、忠仑公园、东坪山、东

山水库、东坪社、东山社、上李

水库，终于环岛路，全线长约

31 公里，分两期建设。其中，林

海线一期已于今年 1 月建成开

放，受到市民游客青睐，尤其

是位于东山水库的东山环廊

景观，依山傍水、鸟语花香，环

廊水域沿线种植了落羽杉和

观赏草，步道与水库、山色相映

成趣。

在建的林海线二期具有独

特的山海景观，总长约 13.6 公

里，起于东山水库，终于环岛

路，沿线串联了东山社、东坪山

社、曾厝垵三个村落和重要景

点。全线因地制宜设置 8 个主

要节点，分别为连心桥畔、大厝

阳台、龟石望顶、梅海花台、万

石苍海、盼归塔、天泉步道广

场、曾山步道广场。二期项目建

成开放后，市民游客既可穿梭

在幽静的山林，体验“曲径通

幽”的感觉，还可站在开阔的观

景平台俯瞰湖泊和大海，享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

（汪燕妮）

鼓浪屿世界遗产
保护良好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日，

2021 年鼓浪屿世界遗产监测报告出

炉。报告显示，去年整个遗产地保护状

况良好，从核心要素、历史街巷到文化

景观都得到良好保护。

鼓浪屿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

馆”，岛上有近千座不同历史时期建

筑，其中大夫第、黄氏小宗、春草堂、菽

庄花园等 53 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

是鼓浪屿遗产价值最突出的物质见

证。

据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相关人士介绍，去年对 53 处核心要素

进行了监测。完成核心要素廖家别墅、

延平戏院整体加固修缮，以及黄氏小

宗后落的修缮；完成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旧址修缮；完成

15 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风貌

建筑修缮。全年监测的建设活动 242

处，包括核心要素 7 处，历史风貌建筑

80 处，一般建筑 155 处，都是小修保养

和室内装修。

八卦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

素之一。去年 7月，八卦楼启动加固修

缮提升工作，预计本月底完成。

随着 2021 年监测报告出炉，鼓浪

屿也将启动新一轮保护修缮工作。今

年下半年，预计将启动美国领事馆旧

址和英国领事公馆旧址的修缮工程。

（叶子申）

今年前四月
厦门海关签发原产地
证书 2939 份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据悉，今

年 1 月至 4 月，厦门海关共为厦门市

近 300 家出口企业签发RCEP 原产地

证书 2939 份，签证货值达 14.8 亿元，

主要签证商品为无机酸盐、雨伞、铝制

品等，出口企业凭证可在目的国享受

关税减免 1400 万元。

厦门惟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

的铝制太阳能光伏支架供应商，1 月至

4 月，该公司共申请 84 份 RCEP 原产

地证书，是去年同期原产地证书签证

总量的 4倍。“我们的主营市场是东南

亚，RCEP 协议实施后，每年能为客户

减税超过 300 万元，大大增强了我们

的竞争力。”该公司总经理王满意说。

据介绍，厦门市企业出口的主要

产品都在RCEP 框架下直接受益于关

税减让安排，极大地提升了贸易规模

和竞争水平，从现场签发RCEP 原产

地证书的情况看，签证量和货值都在

逐月增长，RCEP 释放的政策红利正

在不断惠及企业，为外贸平稳发展赋

能。据悉，为让企业更好地享受RCEP

政策红利，厦门海关持续加强相关政

策宣传和RCEP 实施效果跟踪，引导

企业用好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提升

企业利用RCEP的便利性。

（陈璐苏碧慧杨卡娜)

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二期项目预计年内开放
具有独特山海景观

厦门科学城加快释放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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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委统战部领导走访侨资企业

王钦贤

与香港集美校友会的情缘

厦门缅联会青少年委员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