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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欧长胜）

近日，厦门市政协副主席江

曙霞带领五个涉侨部门前往

漳州，考察龙海市双第华侨

农场和漳浦县海峡花卉集散

中心。

厦门市人大侨外委主

任委员邹炳明，市政协港

澳台侨和外事委主任胡政

兴，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

俊泳，致公党市委副主

委、二级巡视员郑幸红，

市侨联副主席邓飚等参加

了活动。

厦门市五个涉侨部门

每年轮流承办开展联席活

动，共同探讨推进侨务工

作，是延续了十几年的惯

例，今年由市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具体负责。侨是漳

州的一大优势，全市有 5 个

华侨农场、归侨侨眷 50 万

人、海外侨胞 150 多万人、

漳籍港澳乡亲 10 余万人，

是福建省的重点侨乡之一；

同时，漳州还拥有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漳浦台湾农民创

业园等国家级对台交流合

作平台，已成为漳州对接台

湾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

重要阵地。

江曙霞表示，漳州市的

侨台工作结合地域优势、历

史特点，较好地传承文化和

挖掘资源，取得了丰硕成果，

厦门市涉侨部门要学习借鉴

漳州好的经验做法，形成合

力，推动侨务工作再上新台

阶。

本报讯 12 月 22 日至

24 日，首届“春晖杯”留学人

才厦门行活动在厦门举办，

活动以“服务国家战略，携

手成就未来”为主题，邀

请了 126 个第十四届“春

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大赛入围项目近 130

位留学人才与厦门各园区、

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

业、风投机构等 90 余家单位

140 名代表开展深度对接活

动，采取“人才政策解读 +

创业分享 + 项目路演 + 对

接洽谈”的形式。

人才项目发布会邀请

厦门市委和市政府相关部

门负责人做厦门市产业发

展规划推介和厦门市人才

发展环境介绍，还邀请了

优秀来厦创业留学人才代

表分享了创业经验，精准

吸引全球华人精英人士来

厦门创新创业。发布会结

束后，根据人才项目类别

和产业发展需求，安排留

学人才前往厦门创新创业

园、海沧生物医药港、自

贸区、软件园三期等园区

实地参观考察，开展创新

创业平台交流。

在项目路演的现场，

划分不同产业，46 个来自

现代服务业、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与自

动化、新材料和新能源及

环保等产业的留学人才团

队进行了项目详细演示，

邀请投融资专家现场点评

指导，吸引了 40 余家风投

机构现场对接。

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

会上，留学人才固定席位，

与厦门企事业单位开展“面

对面、一对一”对接洽谈。

活动组委会还设立政策咨

询服务台，市区各级人才部

门和各园区现场接受咨询

答疑，及时了解人才来厦创

新创业政策。

“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大赛是由国家教育

部和科技部共同举办，是全

国唯一一个面向全球海外留

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的国家

级平台。 （马宁）

厦门轨道交通 6号线
漳州（角美）延伸段

工程开工
本报讯 12 月 26 日，厦门轨道交通 6 号

线漳州(角美)延伸段工程开工动员大会在漳

州台商投资区举行。

漳州市委书记邵玉龙宣布工程开工，

漳州市长刘远，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厦门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林德志，漳州市政协主席张祯锦，省发改委

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蔡荣富，漳州市委常委、

秘书长张琳光，漳州副市长张翼腾，中铁十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丹，厦门市

发改委副主任、厦门市地铁办常务副主任

梁向阳，以及漳州台商开发区主要领导等

参加开工动员大会。

此次开工的是该延伸段工程的先行第二

标段。该延伸段将是漳州辖区的第一条地铁，

将载入漳州交通史册，备受关注。

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闽西南

协同发展区建设的战略部署，深入推进厦漳

两市同城化发展的重大举措。

未来，该工程建成后将加强漳州市台商

投资区与厦门市的联系，提升城市轨道交通

对两地居民出行和通勤交通的效率和品质，

大大地促进两市经济和社会融合发展。

该地铁段起于漳州市台商投资区角美龙

江明珠站，止于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

工程起点林埭西站(不含)，全长 9.857 公里，

全地下敷设，设站 7 座，分别为龙江明珠站、

石美站、角江路站、龟山站、文圃路站、角海路

站、社头站。新建社头停车场和社头主变电

所。

该地铁段控制中心接入厦门市轨道交通

6号线控制中心，与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

贯通运营，车辆选型及列车编组采用与厦门

市轨道交通 6号线工程一致。

该地铁路段项目建设单位：漳州市角美

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据悉，项目总投资估算 80 多亿元。项

目资本金按照 40%设置，资本金由漳州台商

投资区安排财政资金分五年投入。项目投融

资模式采用“市场化运作 + 政府投入”，资本

金以外投资约由建设运营企业推进项目市

场化融资。项目建设工期 43 个月。

（林森泉）

厦门自贸片区
累计新增企业 4.4 万户
其中外资企业 2352 户
本报讯 12 月 24 日，厦门自贸片区发

布成绩单。挂牌至今，厦门自贸片区累计新

增企业 4.4 万户，注册资本超 6300 亿元；新

增外资企业 2352 户，注册资本 1313.28 亿

元。

今年 1月 -11 月，厦门自贸片区新增企

业 8354 家，新增注册资本 697.79 亿元。内资

企业 8040 家，注册资本 548.51 亿元；外资企

业 314 家，注册资本 149.29 亿元，合同外资

96.77 亿元。厦门自贸片区是独具特色的涵盖

海、陆、空、铁、邮轮母港联动发展的自贸试验

区。截至 11 月底，厦门港集装箱航线 150 条，

同时还拥有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始发的中欧

班列。 （白若雪叶欣）

本报讯设计时速 350 公

里的福厦铁路客运专线正在

建设当中，未来从厦门到福州

只需要一个小时。记者日前从

厦门市交通研究中心了解到，

厦门北站综合交通枢纽概念

规划已公布，未来大家在北站

的出行将更加便捷。

根据规划，为了服务这条

新高铁，将在厦门北站的北侧

建设新站，两站间隔约70米。

两站站台规模合计 13 台 27

线，是厦门北站现状的2倍多；

设计年旅客发送量5000万人

次，是现状的2.8倍之多。

为了方便市民乘车，解

决客流的集疏运问题，厦门市

交通研究中心开展了厦门北

站综合交通枢纽概念规划。该

规划确定了厦门北站综合交

通枢纽功能平面布局和立体

空间安排，以及公交、小汽车

等衔接设施布局，铁路部门目

前正在开展具体方案设计。

目前，厦门市交通研究

中心已经设计了交通衔接方

案，提出“中部公共交通、两端

个体交通”的交通衔接设施布

局思路。BRT、常规公交分别

布设在新旧站房中间西侧和

东侧的铁路夹角地内，均为二

层落客，一层上客，与地下层

的轨道交通形成公共交通中

心；长途车在原址移位保留，

旅游大巴结合长途车站一并

设置；出租车分别布设在南、

北广场地面；社会车停车场分

别布设在南、北广场地下；行

人集散广场分为南、北、中三

处布设。

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了市

民和游客换乘效率的问题。

各交通设施与南北广场进出

站处的总距离，均在 200 米

以内，步行时间基本控制在

3分钟以内。BRT、地铁和常

规公交换乘量较大，换乘时

间较短，步行时间都基本控

制在 3分钟之内，而长途车

与地铁、BRT、常规公交间

换乘时间为 5分钟左右。各

项指标均满足交通运输部关

于全国综合交通运输示范城

市的考核标准。

同时，本着“以人为本、人

车分离”的原则，规划鼓励火

车站到达层(-1 层)及出发层

(+2层)与长途车站、北广场地

下车库以及周边地块均保持

步行的互联互通。（曾昊然）

首届“春晖杯”留学人才厦门行活动举办

完成后年旅客发送量会是现在的 2.8 倍

厦门北站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图

湖里区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严志和当选主席

用印尼语唱

《我和我的祖国》的归侨们

我为祖国当兵立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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