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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3 日，2019 年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国情研修班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开班，来自港澳

台地区的 80 多名闽籍中青年代

表人士参加培训班，福建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邢善萍出席开班

式并讲话。

邢善萍向参加研修班的全

体学员表示欢迎并致以诚挚的

问候。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一国

两制”的成功实践、“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以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

涵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阐

释。她指出，各位学员在各自社

团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发挥着

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要带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以

之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她希望，学员们发挥好带头

作用，引导所在社团成员适应

新形势，提升社团工作能力，创

新会务活动，增强对青年人才

的吸引力。希望大家发挥优良

传统，勇于开拓创新，更好地团

结服务乡亲，服务社会事务工

作，共同为港澳的长期繁荣稳

定，为推进新时代福建建设，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团结奋斗。

河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

侨办主任栗慧英到会致辞，福建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飞主持开班

式并为学员授课。香港福建社团

联会副主席苏清栋代表学员发

言。

此次研修班将通过专题报

告、现场讲授、参观体验、交流分

享等方式，引导学员们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增进他们对民族历史与文

化传统的了解与认同。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

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基

地授牌暨创新创业分享会

在厦门海沧区举办。海沧

海联创企业孵化中心被授

予“厦门市侨界青年创新

创业服务基地”，这是厦门

市侨联授牌的第二个市侨

界青年创新创业服务基

地。

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

銮，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蔡林

娜，海沧区委常委、统战部

长廖凡等领导，以及来自

市、区侨界青年代表共 60

多人参加分享会。

活动中，潘少銮表示，

希望通过服务基地的创设，

搭建海内外侨界青年交流

联络平台，汇侨智、聚侨心，

打造“新侨”品牌，共筑海内

外侨界人才创新创业新高

地。

会上，厦门市侨联副

主席洪春凤表示，创新创

业服务基地旨在为海归、

侨青和新侨等侨胞搭建一

个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

的平台，希望交流基地能

够发挥优势，调动入住企

业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侨

青、新侨在这里找到归属

感。同时，也希望能通过海

联试点打造更多更新的品

牌，让新侨工作得到更多

侨界青年的认可。

随后，海沧区侨联常

委、海沧区侨青会常委陈鸣

宇，海沧区侨青会常委陈建

智，海沧区侨联副主席胡纵

横等 6 位侨界年轻企业家

与在座嘉宾们分享了自己

创新创业的心路历程。

当天，还举行了“东西

协作，精准扶贫”销售带动

扶贫产业项目启动仪式，由

海联创企业孵化中心同宁

夏企业签订“销售带动扶

贫”采购意向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4 月 20 日，位于翔安区的

大嶝科创创新创业服务基

地成为厦门市首个侨界青

年创新创业服务基地。大

嶝科创董事长谢双安表

示，位于侨乡大嶝的基地

一直致力于充分发挥对

侨、对台的地理优势，为侨

界创业朋友提供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侨

联、海沧区侨联主办，厦门

市侨联新侨人才联谊会、海

沧区侨青会、海沧区海联书

院承办，厦门市侨商会、海

沧区嵩屿街道、海联创企业

孵化中心协办，旨在更好地

拓展侨商、侨青与新侨的创

新创业工作，搭建侨界创客

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凝聚

侨界新生代创业力量。

（林歆刚）

本报讯 地铁 2 号线 9 月

19 日起开始试运行“跑图”，高

峰期间有 25 列地铁车辆在正

线奔跑运行。全线运营人员、

车辆、设备将按照运营模式进

行系统试运转，行车指挥、运

营服务和设备检修同步按运营

标准进行。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

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对地铁

试运行工作要求，地铁 2号线于

9 月 19 号起开始试运行“跑

图”。“跑图”时间为 6:30-22:30，

运营时长 16 小时。其中，工作日

采用高峰上线 25 列、平峰上线

21 列、低峰上线 20 列、双休日

采用高峰上线 25 列、低峰上线

20 列的列车运行方案。

跑图期间，将对列车运行图

兑现率、列车正点率、列车服务

可靠度、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

率、车辆系统故障率、信号系统

故障率、供电系统故障率、站台

门故障率这八项关键指标进行

全面测试检验，提交合格“成绩

单”。

“跑图”顺利完成后将迎接

“试运营前安全评估”大考，为地

铁 2 号线年底前的开通试运营

打下坚实基础。

海沧隧道主线已完成 67%
预计明年通车

本报讯作为省市的重点工程，厦门“两环八

射”快速路系统中内环重要道路———第二西通道

(海沧隧道)主线隧道已完成 67%，按计划，第二西通

道预计在 2020 年通车。

9 月 23 日，记者从厦门市发改委获悉，今年 1

月至 8 月，厦门 88 个在建省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同

期投资计划，完成投资 372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

划进度的 112.4%，超同期投资计划 41.1 亿元，完成

年度序时进度的 72.9%。

据悉，今年 1 月至 8 月，轨道交通项目统筹推

进，道路交通项目也加快了施工进度。其中，5个轨

道交通项目(1、2、3、4、6 号线)完成投资 119.1 亿元，

超同期计划 14 亿元，完成同期计划的 113%。

第二西通道正开展主线隧道及服务隧道施工，

主线隧道完成 67%，竖井完成 94%，桩基完成

80.9%，服务隧道完成 94%，C 匝道完成 100%；滨海

东大道一至三标段进展顺利；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

(翔安南路—大嶝段)桩基、承台、墩台、箱梁施工均

已进入收尾阶段。

目前，3 个在建省重点卫生项目完成投资 6.8

亿元，占年计划的 85.5%。其中，马銮湾医院门诊楼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医技楼主体封顶，病房楼、值班

宿舍楼、报告厅和教研科学及办公楼已开始屋面板

施工等；第五医院一期扩建项目地下室土方开挖。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正按计划进度稳步推进，其

中，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动物中

心二期完成初步验收，正在准备最终验收；集美大

学印斗校区工程A区结构全部完成，室内装修基本

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开竣工项目如期实现

目标，各部门协同配合，交叉推进前期工作进度。如

力促金鹭硬质合金、金柏半导体等项目开工建

设；加快产业项目建设，力争通富微电子、环东

海域滨海旅游浪漫线一期工程、厦门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主园区(B地块)等项目年内尽早建成投产。

（雷妤）

厦港高铁开通一年
运送 36.9 万人次赴港
本报讯 9 月 23 日，厦港直达高铁正式迎来

“一周岁”生日。记者从厦门铁路了解到，厦港直通

车开通一年来，已顺利运送赴港旅客 36.9 万人次，

列车平均上座率为 68.4%，节假日期间上座率可达

100%，足见旅客反应热烈。

去年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正式

开通运营，厦门铁路日开行 4 对直通香港西九龙站

的高铁列车，其中始发终到厦门站的 3 对列车为

G3003/4 次、G3005/6 次和 G3007/8 次，还有一对

经停厦门北站的列车G3001/2 次。

（汤海波万宇）

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国家标准化研究基地

有望落地厦门
本报讯 近日，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

落地项目的应用标准化专家研讨会在厦

门海沧举行。记者从主办方厦门海华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获悉，泛在电力物联网国家

标准化研究基地有望落地厦门，推动智慧

厦门城市建设。

研讨会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标

准化总体工作组等专家领导做了专业评

审与主题演讲。“泛在电力物联网”是今年

最火的能源关键词之一，是打破能源行业

内外壁垒的重要工具及供给侧创新服务

和需求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它围绕

电力系统各环节，充分应用移动互联、人

工智能等技术，将电力用户、电网企业、发

电企业、供应商等连接起来，产生共享数

据，最终为各方(包括用户、电网、发电、供

应商和政府、社会)服务。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许松林副秘书

长表示，希望海华电力科技公司在推动泛

在电力物联网落地项目的过程中，继续坚

持标准先行、建立体系、服务行业，探索建

立科学可行的行业标准，推动整体产业发

展。 （林岑）

建海内外联络平台

厦门地铁 号线试运行“跑图”

鼓浪屿华侨图片展开幕

“中国梦·侨乡情”

侨界书画作品展厦门开幕

华裔留学生畅谈

“我眼中的祖（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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