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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丁鑫）近日，

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研讨《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厦门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主持学习

会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回答了

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彰显了真理

伟力、实践伟力，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

学行动指南。特别是蕴含其中的

“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

理”，为我们做好今后统战工作提

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会议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行动自觉，在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在政治引领上树标杆，在学以

致用上作表率，从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汲

取前行力量，努力探索好新时代

“中国之路”的“厦门统战实践”。要

强化使命意识，勇于担当作为，在

服务中心大局中发挥优势作用，在

加强风险防范中守牢安全底线，在

坚持守正创新中彰显主动作为，着

力促进“五大关系”和谐,着力抓重

点、创特色、打品牌，为“中国之治”

贡献厦门统战力量。要恪守党员本

色，永葆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扬“正

气”，夯基固本增“底气”，提质增效

强“锐气”，营造厦门统一战线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用实事求是

的“中国之理”赢得人心力量。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厦门

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厦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稳步增

长，完成投资 1602.46 亿元，增长

10.5%，建安投资、工业投资增速继

续领跑全省，稳投资、稳增长成效

显著。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厦门固

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市建

安投资 714.46 亿元，增长 21.6%，占

全市投资的44.6%，比去年同期提高

4.3 个百分点。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511.68 亿元，增长 21.8%，其中，交通

运输业投资增长 40%，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10%。

新项目大项目带动增长
据分析，上半年全市投资新增

入库项目 669 个，增长 82.3%；新增

项目计划总投资 1290.24 亿元，增

长 1倍。

大项目带动显著。上半年，全

市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超亿元以

上 712 个，占在库项目数的 37.5%，

完成投资 950.53 亿元，占全市项目

投资的 93.3%。天马第六代生产线、

同翔高新城金砖智能制造产业园、

厦门新机场工程等大项目投资带

动作用显著。

在建工程快速增长。上半年，

全市建安投资完成 714.46 亿元，增

长 21.6%，增幅分别比全国、全省平

均高 14.3 和 7.8 个百分点，稳居全

省第一。其中，全市项目建安投资

完成 528.28 亿元，增长 28.3%，拉

动全市建安投资增长 19.8 个百分

点；房地产建安投资完成 186.18 亿

元，增长 5.8%，拉动全市建安投资

增长 1.7 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主引擎地位

进一步巩固
上半年，全市工业投资完成

294.68 亿元，增长 29.2%，增幅分别

比全国、全省平均高 18.2 和 12.6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40.4%。

据悉，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抓

项目、促投资体制机制，加快推动项

目转段接续，二、三产业投资协同发

力，在建安投资、工业投资等快速增

长带动下，上半年，厦门投资实现平

稳较快增长。随着下半年重大基础

设施、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有效

推进，投资要素保障将继续增强，投

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有望进一

步发挥。 （沈彦彦翟晨晨苏永定）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8 月

4 日，福厦高铁安海湾特大桥完成

无砟轨道施工。

安海湾特大桥是福厦高铁全

线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 9.46 公

里，其中，跨海区段长 1.56 公里，

主桥为双塔双索面半漂浮体系钢

混结合梁斜拉桥。据悉，这是中国

高铁建设首次在跨海斜拉桥上铺

设无砟轨道，投用后可实现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列车跨海过桥不

减速，高铁驶过 650 米主桥用时将

不到 7秒。

据了解，高铁轨道分为“有砟”

和“无砟”轨道两种形式，相比之

下，无砟轨道的平整度更高、稳定

性更强，列车通过“有砟”轨道时需

要减速，而通过“无砟”轨道则“如

履平地”。但由于技术瓶颈，国内高

铁大跨度桥梁大多采用有砟轨道。

负责项目建设的中国铁建大

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铺设无砟轨

道时对施工工艺、沉降控制等要求

极高，为扫清大桥“限速点”，施工

过程中，大桥局的建设者们在主桥

区段安装多种传感器，对不同温

度、不同时段下的桥梁变形数据进

行监控，经过多次分析验证，最终

实现无砟轨道精调施工，也一举攻

克跨海斜拉桥无砟轨道测量难题。

福厦高铁是国内首条跨海高

铁，设计时速 350 公里，全长

277.42 公里。通车后，厦门至福州

的行程将缩短至 1小时以内，届时

将为福建打造东南沿海“一小时经

济圈”提供强劲动力。

（张珺李澍彤张伟范鹏）

全球两百余队伍
共赛“嘉庚常识”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

道 第二届“国际中学生陈

嘉庚常识比赛”8月 6日举

行线上初赛，共有 16 支队

伍从 200 余支参赛队中脱

颖而出，进入下阶段比赛。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

国澳门以及马来西亚、菲

律宾等地的 227 支队伍

参赛。经过了线上同步作

答嘉庚事迹和历史知识

的初赛选拔，十六强队伍

将于 8 月 27 日在线进行

晋级赛及决赛，一同争夺

冠军。

主办单位介绍，此次

线上比赛以实时连线的

方式进行必答和抢答环

节，实现跨越国家和地区

的远程竞赛。进入晋级赛

以后，参赛者们将面临更

加具有挑战性的赛制。除

每位参赛者的个人必答

题环节，比赛还设有先到

先得的抢答题环节以激

发参赛者斗志。十六强队

伍的对垒顺序将通过抽

签仪式决定，以两两对决

的方式角逐八强、四强，

继而进入四队同台的决

赛比拼，最终根据队伍得

分决定冠、亚、季、殿军的

奖项得主。

据介绍，十六强队伍

名单包括 2 支中国内地赛

区参赛队，3支中国香港赛

区参赛队，2支中国澳门赛

区参赛队，8支马来西亚赛

区参赛队以及 1 支菲律宾

赛区参赛队。

本届赛事由陈嘉庚基

金联谊会有限公司主办、

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有限

公司荣誉赞助、马来西亚

陈嘉庚基金承办，同时邀

得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

闽都陈嘉庚公益基金会、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菲

律宾厦门联谊会、厦门市

陈嘉庚教育基金会、中国

华侨公益基金会陈嘉庚教

育公益基金等机构共同联

办，以传扬“嘉庚精神”、连

接全球华人青年为主旨，

打造富有趣味性和历史普

及意义的知识竞赛。

（陈悦张玮琦）

厦门征集软件业重点项目
将入围省级技术创新重点攻关

及产业化项目库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 8 月 7 日，记者从厦门

市工信局获悉，省建立软

件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

产业化项目库开始征集，

项目征集方向为基础软

件、工业软件、应用软件、

新兴平台软件、嵌入式软

件、信息安全、集成电路设

计等，将入库一批有技术

创新突破、有市场应用前

景的重点项目。

入库项目申报主体应

为厦门市内依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软件业企业或高校，无不

良信用记录。其中，申报主

体为高校的，应有企业作

为协作单位，组建校企联

合体。

入库项目要明确研发

内容，具备较强的市场推

广价值和前瞻示范效应。

项目目标产品要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创新水平高、产

业带动性强等特点，并可

实现较大规模产业化；目

标平台要明确功能定位，

突出公共服务、资源共享

和人才培养，着力提升产

业创新服务能力。

入库项目应达到一定

规模，项目总投资原则上

不低于 300 万元；实施周

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立

项时间应在 2022 年 7 月 1

日之后。

上半年，厦门着力推

进软件业创新发展，遴选

发布 52 家新兴数字产业

企业，支持享受增产增效

资金 778 万元；抓好新产

业培育，发布《厦门市元宇

宙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推动成

立厦门市元宇宙产业联

盟，首批吸纳重点企业、高

校院所、投融资机构等 50

余家单位，发布包含 XR

(VR/AR/MR)元宇宙平台

开发引擎、线上虚拟展厅

平台、元宇宙空间体验产

品等，推动“政产学研用

金”多方要素协同，助力厦

门打造“元宇宙样板城

市”。 （李晓平）

完成投资 1602.46 亿元，增长 10.5%；建安投资、工业投资增速继续领跑全省

中国高铁将实现“跨海不减速”

厦门市委统战部

举办生物医药专场投融对接会

澳头“我素庐”

———侨兴觉民启智安邦

张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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