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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 11 月 19 日，在 2022 年

“嘉庚文化周”开幕式上，陈

永定后人向陈嘉庚纪念馆、

华侨博物院捐赠陈嘉庚先

生亲笔书信仪式、“传承嘉

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

题征文颁奖及赠书仪式、厦

门市大学生嘉庚主题文创

获奖作品颁奖仪式、小记者

向厦大“嘉庚号”科考船捐

赠画作仪式如约举行。部分

嘉庚先生亲笔书信、嘉庚精

神主题文创获奖作品也亮

相“嘉庚文化周”展区。

“希望专业机构用专业

的技术研究、展览、宣传这

些书信，发挥它的最大价

值。”当天，原厦大建筑部主

任、华侨博物院原院长陈永

定先生的后人陈亚彬、陈亚

健向陈嘉庚纪念馆、华侨博

物院捐赠了 76 封嘉庚先生

亲笔书信。

上世纪 50 年代，为沟

通厦大扩建和华侨博物院

筹建工作，陈嘉庚给陈永定

写了大量书信。纸短情长，

这批书信承载着 70 年前两

位先辈为建设厦门大学、华

侨博物院倾注的汗水和心

血。2021 年 1 月，陈永定先

生安然辞世。根据他的遗

愿，子女们将这批嘉庚先生

亲笔书信捐赠给陈嘉庚纪

念馆、华侨博物院和厦大。

现场还举行了《传承嘉

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一

书的首发式。今年 7月中旬

至 8 月底，市委统战部、集

美学校委员会携手厦门日

报社开展了“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活

动，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

响，共收到有效征文 250 多

篇，征文总字数达 40 万。市

委统战部从中择取了 115

篇优秀作品汇编成《传承嘉

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一

书。

蕴含嘉庚精神元素的

徽章、印着“诚毅”二字的杯

子、嘉庚文化系列插画……

厦门市大学生嘉庚主题文

创比赛的部分优秀作品，现

身“嘉庚文化周”展区，以别

样形势弘扬嘉庚精神。

戴上 VR 眼镜，360 度

全景“畅游”陈嘉庚纪念馆。

本次活动把“同向 同心同

行———陈嘉庚与中国共产

党”主题展览搬到现场，并

设置 VR现场互动体验站，

开展有奖知识竞答活动，为

市民朋友提供全景式、沉浸

式体验。在有奖知识竞答区

域，一群嘉庚文化志愿者忙

碌着，他们来自厦门大学嘉

庚学院、集友银行。“通过讲

解嘉庚故事，我们对校主光

辉事迹和伟大人格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作为本届嘉庚文化周

的活动之一，“寻坊集美，

童绘鳌园”现场绘画比赛

在嘉庚公园举行。此外，11

月 22 日至 27 日，陈嘉庚

纪念馆开展“展览寻宝”社

教活动、“为国担当———爱

国企业家典范联展”知识

竞答社教活动，增强展览

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吸引

更多人了解嘉庚精神。

（林桂桢应洁）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

道 日前，记者从厦门市统

计局了解到，今年 1 月—

10 月，厦门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经济运行

总体呈现平稳增长的态

势。

规模以上工业平稳增长
1 月—10 月，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4%。从行业看，全市 35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

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

为 65.7%，与 1 月—9 月

持平。从企业看，全市

188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1514 家企业产值实

现增长。456 家新增规模

以上企业带动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增长 2.5 个

百分点，其中，274 家企

业产值实现增长，增产面

60.1%。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1 月—10 月，全市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2558.09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1%。

从产业投资看，全市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

505.85 亿元和 2051.43 亿

元，分别增长 27.5% 和

6.5%，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4.7 和 5.4 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中，制造业投资保持

较高速增长，完成投资

449.08 亿元，增长 28.7%，

占全市投资的 17.6%，拉

动全市投资增长 4.3 个百

分点。

消费品市场整体平稳
1 月—10 月，全市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244.52

亿元，增长4.6%。限额以

上企业实现零售额1399.06

亿元，增长 9.5%。从具体

类别看，粮油食品烟酒饮

料类、衣着类、燃料类分

别 增 长 13.8% 、8.9% 、

26.6%。网络零售增势良

好，全市限额以上企业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

561.20 亿 元 ， 增 长

20.6%。

财政收支情况良好
1 月—10 月，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 1397.52

亿元，同口径增长 4.5%。其

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49.27 亿元，同口径增长

6.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808.43 亿元，增长 5.5%。

金融支出、科学技术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较快，分

别 增 长 1.3 倍 、26.7% 和

31.8%。

金融物价稳定运行
至 10 月末，全市中外

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 15948.11 亿元，增长

7.8%；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

币贷款余额 16983.94 亿

元，增长 12.8%。1 月—10

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8%，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

涨 1.2%；八大类居民消费

品中交通通信类涨幅最大，

上涨 4.7%，其中交通工具

用燃料类价格上涨 23.1%。

（王温萍翟晨晨）

厦门再摘“国字号”荣誉
获评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11 月 19 日上午，

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南昌年会上，厦门被生态

环境部命名为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成为全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副省级城市。这

也是继 1997 年获评首批“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2016 年在全省率先获评“国家生态市”后，厦门

市获得的第三个国家级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荣

誉。

与此同时，厦门市同安区、翔安区双双获得

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称号，标

志着厦门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全覆盖；厦门市筼筜湖保护中心、思明区

人民政府鼓浪屿街道办事处分别获评第三届中

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

一项项荣誉是对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创建的最佳肯定，也印证了“高素质高颜值厦

门”的美好生态图景。据介绍，这些荣誉得益于

历届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建设全过程。

其中，“厦门后花园”同安区紧盯“产业兴、百姓

富、生态美”三大战略任务，以打造生态人文名

胜区为目标，走出一条具有同安特色的生态文

明之路。全市最年轻行政新区和“跨岛发展”主

战场翔安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阔步

迈向“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绿色

发展之路。鼓浪屿街道围绕“历史国际街区+当

下真实社区 +著名旅游景区”定位，不断提升城

区品质，让鼓浪屿的美 360 度无死角。厦门市筼

筜湖保护中心则持续深入开展湖区治理与生态

保护建设，成功将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臭水

湖”变身为“都市绿肺”“城市会客厅”，成为中国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优秀典型。

据了解，历届市委市政府在发展的不同阶

段，都坚持“生态优先”为指导思想，制定颁布了

《厦门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等 30 余部

与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有关的法规规章，

为厦门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

（曾宇姗陈智勇）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青年
艺术周在厦门启幕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从澎湃激昂的钢琴

协奏曲《黄河》，到旋律优美的交响诗《沃尔塔瓦

河》；从抒发亲人相思情谊的《我住长江头》，到

百转千回的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随着中

外艺术家奉献一首首中外经典名作，第十五届

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简称“青年艺术周”)11 月

22 日晚在厦门拉开帷幕。

作为以青年为主体的国际性大型多边文化

交流活动，青年艺术周自 2008 年创办以来，首

次来到厦门举办，近千名厦门各界青年代表观

看演出。

本届青年艺术周以“踏浪而歌·艺韵厦门”

为主题，除开幕式音乐会外，11 月 22 日至 28 日

主办方还举办青年艺术家精品展演、艺术展览、

艺术论坛、大师班以及线上云展演等板块共计

20 余场精彩纷呈的艺术活动。

来自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美国、

意大利、奥地利、马来西亚、土耳其、委内瑞拉等

国家的 20 支高水平艺术团、200 多位青年艺术

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青年艺术周系

列展演。其中，“金砖国家艺术云展演”板块邀请

了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的百

余位青年艺术家线上相聚。 （杨伏山罗颖）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11 月 20 日上午，首趟直达

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中欧（厦

门）班列，从厦门自贸片区

海沧站缓缓驶出，标志着中

欧（厦门）班列路线布局更

为高效，多层次国际物流体

系搭建愈加完善。

本次开行的中欧班列

（厦门—明斯克）运载 50个

大柜，满载办公用品、休闲

鞋、厨具、发电机等货品，运

载货值超 300万美元。班列

将经阿拉山口出境，预计 16

天后抵达白俄罗斯明斯克。

据了解，中欧（厦门）班

列白俄线开通前，厦门运往

明斯克的货物，经阿拉山口

出境抵达波兰后需通过拖

车折返明斯克，不仅大费周

章，运输时间还长、运营成

本也高，如果走海运，时间

将长达 30 至 45 天。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从

自贸试验区发出和国内首条

安智贸铁路运输试点的国际

班列线路，中欧（厦门）班列

7年前开行伊始，就着力建

通道、搭平台，做大商流、物

流、资金流和信息流，7年来

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行

稳致远，取得长足进步，现已

成为多程满载常态运行的

“探路者”，并已实现常态化

运营，形成了一条跨越海峡、

横贯亚欧大陆的国家物流新

通道，真正实现了“海丝”与

“陆丝”的无缝对接。

数据显示，自 2015 年 8

月首发以来截至今年 10 月

底，中欧（厦门）班列已稳定

开行厦门—汉堡（杜伊斯

堡）、厦门—中亚、厦门—俄

罗斯等三条国际货运干线，

可达 12 个国家 30 多个城

市，累计开行 1189 列、承运

货值近 300 亿元。

（余乃鎏周莹张进）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近三成

中欧（厦门）班列首发白俄罗斯

厦门市出台

《关于全面深化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

侨眼看集美 带你走家乡

欢庆党的二十大“我的集美情”主题征文选登

记陈文确陈六使家族的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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