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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先后主

持召开两场经济工作座谈会，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分析今年工作得失，

谋划明年工作思路。市长黄文辉

出席。

会上，各区、自贸区、火炬高新

区和市直经济部门分别汇报了今

年来发展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明年工作思路。大家在交流

中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理清思

路、增强信心，取得较好效果。

崔永辉对各区各部门工作

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今年以来，

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这条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推动各项工作特别是产业发

展、项目建设、改革创新取得明

显成效。各区各部门攻坚克难的

作风明显增强，竞相发展的态势

正在形成，改革创新的氛围日益

浓厚。成绩的取得，在于我们始

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

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始终坚

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始终坚持预

判形势、及早谋划，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改革创新，这些成功经

验做法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崔永辉分析了当前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谈了下一步的工作

方向和思路。他强调，要进一步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奋力拼搏、攻

坚突破，切实将党的二十大报

告的新理念新战略新部署转化

为推动自身发展的新思路新举

措新办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要在项目工作上取得新

突破，把重点工作都落到一个

个项目上，以项目动工为关键

环节，推动项目全流程提速增

效。要在要素保障上取得新突

破，以企业和项目需求为导向，

创新方式提供全方位支持。要

在资源盘活上取得新突破，敢于

触及矛盾和问题，有效整合、盘

活各类闲置低效资源，释放发展

潜力。要在统筹协调上取得新突

破，加强各区、开发区、重大片

区、市直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

增强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形成

最大发展合力。要在改革创新上

取得新突破，树牢勇争第一的意

识，通过改革破解难题、增创发

展新优势。要在营商环境提升上

取得新突破，对照世界银行指标

体系、对标国内先进城市，以更

大力度补短板、强弱项，更好服

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发展。

黄文辉要求，要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

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持续做好

“两稳一保一防”工作，抓好今年

收官和谋划明年思路，确保经济

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

问题导向，着力突破资金、技术、

土地、人才、数据等资源要素制

约，打通发展的堵点难点，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

推动强区赋能，进一步增强各

区、管委会、各重大片区指挥部

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化市区联

动、部门协同，形成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合力。

市领导李辉跃、黄晓舟、黄燕

添、张志红、庄荣良出席。（蔡镇金）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12

月 2 日，经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

建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

论证同意，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

冠肺炎疫苗（以下简称“鼻喷疫

苗”）获批紧急使用。

该款“鼻喷疫苗”由厦门大

学牵头，联合香港大学、北京万

泰公司共同研制，是中国布局新

冠疫苗应急攻关的五条技术路

线之一，也是全球首个获批进入

临床试验的“鼻喷疫苗”。

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

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夏宁

邵团队介绍，“鼻喷疫苗”采用流感

病毒载体，可在呼吸道诱导多维

度保护性免疫应答，其通过鼻腔

喷雾方式接种，可在呼吸道形成

预防新冠病毒入侵的第一线免疫

屏障，具有快速起效、持久保护等

特点，对包括奥密克戎在内的各

种关切突变株具有突出的广谱保

护优势，且接种方式便捷无痛，民

众接受度更高，有助于大幅提高

疫苗加强免疫接种覆盖率。

该款“鼻喷疫苗”适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群，包括未免疫任何

新冠疫苗人群，以及既往已接种

过 1 针、2 针或 3 针其他新冠疫

苗人群，均接种两剂（间隔 14

天）。数据表明，不论用于无免疫

史人群的基础免疫还是有免疫

史人群的序贯加强免疫，该“鼻

喷疫苗”对于奥密克戎株感染导

致的 COVID-19 均可产生良好

的保护效力，60 岁以上人群保护

效力不弱于 18-59 岁人群，同

时，具有很好的安全性。

据了解，该“鼻喷疫苗”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获得国家药监

局颁发的临床试验批件，经过努

力，“鼻喷疫苗”陆续完成了国内

Ⅰ期、Ⅱ期和拓展临床试验，海

外Ⅲ期临床试验也于今年 10 月

7 日揭盲。 （李珂高凌）

本报讯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在厦门城市

党建学院举办 2022 年厦门市民

主党派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

神暨机关建设工作培训班。各民

主党派市委专职领导、秘书长和

宣传调研处全体同志等共 31 名

机关干部参加了培训。受市委统

战部委托，民盟厦门市委专职副

主委兼秘书长黄敏沁出席开班

式，并作开班动员讲话。

此次培训班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

大精神为重点，围绕支持民主

党派加强机关建设，提升机关

工作能力水平，特别是增强宣

传调研工作本领，安排了中共

二十大报告解读和做好新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公文写作、理论

调研文章撰写等理论授课。同

时，结合厦门市实际，安排了

“翔安区马塘精神主题馆”和

“东坪山片区近零碳排放示范

区”两场现场教学。

为激发思想碰撞，推动以老

带新，凝聚工作合力，培训班以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

精神，民主党派宣传调研工作如

何更好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为主题，专

题组织了分组讨论。各民主党派

市委宣传调研工作的负责同志

分别交流了各自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和

下步工作计划，全体学员就自身

从事宣传调研工作的经验心得

畅谈感想体会，互相学习借鉴提

高，力争以实际工作成效落实中

共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道秉

承“书香两岸，情系中华”的主

题，第十八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

会（下文简称“海图会”）近日在

厦门拉开帷幕。

本届海图会设立大陆图书

展区 7800 平方米，台湾图书展

区 1700 平方米，规划布置“阅见

两岸”“书香两岸”“书来书往”

“版通海峡”“数说新语”等主题

板块。据悉，两岸共有 300 家出

版机构参展，其中台湾出版机构

86 家；两岸参展新书、精品书 10

余万种，其中台湾图书 3 万余

种；还邀请到 242 家公共、高校

图书馆及研究机构参会订购，满

足不同年龄读者群的文化需求。

本届海图会上，两岸学者、

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成果

展现是一大亮点。厦门外图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畇希介绍，

今年台港澳图书展销区组织了

236 家台港澳出版机构近 3 万

余种图书参展，总码洋超过

1600 万元人民币，囊括台港澳

地区近年来出版的新书、重点书

和畅销书。其中，文学联展征集

了黄春明、白先勇、蒋勋等 90 余

位台湾文学名家的 160 余种亲

笔签名书，许多都是经典代表

作。

展出的《古籍今注新译丛

书》是台湾三民书局历时四十余

年出版的一套古典文献注译丛

书，至今已出版 200 余种、330

余册，编著者由两岸优秀学者组

成，是两岸出版通力合作的成

果。首次展出的原版影印《永乐

大典》，影印的是台北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 62 大册嘉靖副本，为

还原原书风貌，出版社专门从安

徽泾县定制专用宣纸，并采用手

工方式装订，原书中的墨迹、水

印、折痕都尽力实现原貌呈现。

由两岸学者协同主编的学

术出版社花木兰文化，也带来

《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古典

文学研究辑刊》《古典文献研究

辑刊》等具有代表性的丛书、辑

刊。 （曾宇姗崔晓旭汪凯）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2022 年是 RCEP 航线生效的

开篇之年，厦门港RCEP 航线

发展势头良好，航线网络不断

完善，迎来第 15 条新开航

线———以星东南亚新线，再次

壮大RCEP航线队伍。12 月 5

日，以星航运东南亚线 CT3

旗下“金星·布尔”轮成功首航

厦门港海天码头，直达泰国林

查班、曼谷以及越南海防，船

期快捷，更好地服务东南亚蔬

菜、海鲜冷藏品的出口贸易。

据介绍，以星航运作为厦门

港重要的合作伙伴，大力支持

厦门港国际中转枢纽港建设，

基于其美西电商航线稳定的船

期、高效的服务，不断增加东南

亚、韩国在厦门港的航线网络

布局，持续提升国际中转路径，

加强在厦门港的国际中转优

势。特别是近期开通的韩国线

KRX双挂，将为厦门港带来超

5000 标箱的年度国际中转增

量。与此同时，通过空箱调运项

目战略合作，2022 年空箱出口

量已远超去年。下阶段，以星航

运还将继续优化 ZMP 航线路

径，进一步强化在厦门港的国

际中转业务。（崔晓旭王晓真）

厦门市委统战部
举办民主党派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暨机关建设工作培训班

第十八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开幕
10 余万种两岸图书亮相厦门

强调要在五项工作上取得新突破

厦大牵头研发
全球首个鼻喷新冠疫苗获批紧急使用

以星东南亚新线首航，直达泰国林查班、曼谷以及越南海防

中国侨联到厦门调研基层侨联工作

华侨华人关注神舟十四号回家：

身在海外 与有荣焉

厦门市贸促会启动

“贸法通”厦门服务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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