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环东海域医院效果图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社长 /总编：林希 责编：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 78号华建大厦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 256号 -260号 3号厂房）定价：99元 /年

总第 期
2020年第 1期

2020年 1月 3日 本期 8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CN-35（Q）第 000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厦广 2010003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新华社北京12月 27日

电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

获悉，国家移民管理局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开通华侨护

照查询服务。此项服务是国

家移民管理局推进出入境证

件便利化应用落实落地的最

新举措，将为定居国外的中

国公民在境内凭护照办理事

务提供便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四条

规定，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在境内办理事务可以凭护

照证明其身份。据了解，一

些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由

于没有内地户口和居民身

份证，回国后办理相关事务

存在不少不便。为解决这一

问题，国家移民管理局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将为

华侨持用护照提供如下便

利服务：有关办事服务机构

可通过接入国家移民管理

局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

台的应用系统进行联网在

线查询并获取结果；华侨个

人可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

政务服务平台“定居国外的

中国公民护照查询”模块进

行查询，并自动获取查询结

果电子文件用于相关业务

办理。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签名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有关规定，华侨个人经上

述途径所获得的查询结果电

子文件已经国家移民管理局

电子签名，与同类纸质文件

具有相同效力，华侨可将电

子文件向有关办事服务机构

出示或提供。 （熊丰）

本报讯 自去年 4 月厦

门市招商大会吹响招商引

资的“集结号”，全市上下提

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实干快

上、奔跑奋斗、狠抓落实，抓

招商促发展氛围浓厚。在年

终岁末辞旧迎新之际，招商

引资传来捷报———记者 1

月 2 日从厦门市招商办了

解到，从 2019 年年初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全市共

生成招商项目 1632 个，总

投资 8896 亿元，项目数量、

质量和投资额均较往年出

现较大程度的增长，助力厦

门高质量发展。

主动靠前贴心服务

体制机制是立柱架梁

之基。招商大会以来，厦门

市成立市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的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一办六组”，“全

市一盘棋”，建立全链条全

周期立体化招商工作新机

制，形成市区联动、快速响

应、科学决策、高效推进的

工作机制。在宣传推介方

面，服务热线、招商网站、投

资厦门微信公众号相继开

通，主动靠前、贴心服务，为

客商提供更加便利、周到、

高效的投资服务。

“等不得、拖不得、慢不

得！”这一年，市委市政府领

导率先垂范，多次带队奔赴

境内外，登门拜访问需于

企，亲力亲为推动优质企业

在厦布局发展。人人都是城

市形象，处处都是投资环

境，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

到园区，从指挥部到建设一

线，每一处空间载体都是招

商引资的阵地，广大干部精

心精准精细服务企业、倾情

倾智倾力干事创业，广纳群

言、广聚民智，倾听需求、快

速回应，为城市建设和产业

发展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活

力之源。

聚焦关切补短板

在营商环境上，厦门坚

持对标最优找差距，聚焦关

切补短板，持续优化办事流

程、简化办事程序，提升政

务智能化和政府服务水平，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陆续

出台“三高”企业、金融产

业、文旅会展、新经济等系

列扶持政策，制定人才引进

住房保障、工业用地提质增

效、服务企业长效机制等配

套措施，以实际行动践行

“重商、亲商、爱商、富商”的

铮铮诺言，极大激发了创新

创业创造的活力与动力。

招商引资出实招，见真

章，关键看项目落地、建设

成效。总投资 480 亿元的天

马第 6代柔性 AMOLED 生

产线项目落户、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航锂电“新型动力

锂电池生产线项目”一期在

火炬高新区开工建设、四川

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在集美

新城动工建设……一批新

项目涌入厦门，好项目加速

聚集，大项目加速建设，形

成了 2019 年厦门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厦门聚焦招优引

强、招新引特，共接洽高能

级项目 244 个、总投资

2477.62 亿元。 （崔昊）

本报讯 2019 年收官之

际，厦门卫生健康事业又添

喜讯———2019 年 12 月 27

日，厦门市环东海域医院(厦

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东部

分院) 完成项目主体结构全

面封顶。

厦门市环东海域医院

是省重大、市重点民生工程

建设项目，定位为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功

能于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

一期项目建设 1000 张床位

(二期预留 500 张床位)，计

划设 26 个临床科室、18 个

医技及辅助科室、急诊部。

该项目由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负责运营管理，

2017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开

工，总建筑面积 19.2 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4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停车位 1800

个，计划总投资 12.94 亿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明

年该项目将全面进入幕墙

工程及精装修阶段，并完成

各医疗专项工程招标，预计

2021 年 10 月建成交付使

用。厦门市环东海域医院位

于同安西福路与西柯街交

界处，地处环东海域新城北

部核心地带，投用后将极大

提升同安新城、翔安南部新

城等岛外片区的医疗卫生

水平，对补齐岛外医疗短

板、缓解周边群众看病难问

题、加快健康厦门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楚燕陈芳张舒姗）

厦门投资增幅
居全省第二位

连续 8 个月增速超全省平均水平
本报讯 厦门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8.6%，增幅居全省第 2 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6 个百分点，连续 8 个月增速超全省平均水

平。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令人欣喜

的数字背后，预示着厦门投资稳中求进、结构

不断优化、方向日益趋新。在市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看来，“精准投资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先导力量”。

在经济形势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

下，稳投资是主动破局的有力措施。从重点领

域看，厦门工业投资增长 6.9%，其中制造业投

资增长 7.5%。软件园三期、能源材料与石墨烯

产业协同中心、宸鸿科技手机触控等 46 个项

目提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产业投资不断推动厦门产业转型发展、促

进经济动能转换。从产业链产值看，厦门已有 9

条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其中平板显示、计算机

与通信设备 2条产业链超千亿元。新产业、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从重大片区来看，1-11 月累计完成投资

超 1400 亿元，占全市投资的近七成。两岸金融

中心、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集美新城、环东

海域新城、轨道交通、马銮湾新城等超序时进

度。岛内大提升全面铺开，岛外大发展扎实推

进，伴随着跨岛发展的不断推进，厦门伸“拳”

成“掌”，进一步拉开城市框架。

基础设施的精准投资，有力地改善人居环

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放眼厦门，项目建

设热火朝天：轨道 2 号线于 2019 年底运行；轨

道 3 号线已完成 15 个车站主体结构施工；第

二西通道项目总体工程量按序时进度完成约

90%……这一个个项目，将化身为生动的生活

图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此外，1-11 月民间投资增长 11.7%。这是

厦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有力佐证，敢于投

资，放心投资，厦门民间投资的活力迸发。

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的产出。在投资的

带动下，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的发展乐章雄浑而

和谐。 （刘艳）

厦门成为
2023 年亚洲杯承办城市

体育场馆建设将迎来飞跃
本报讯 中国足协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公布

2023 年亚洲杯足球赛的 10 座承办城市，作为

中国现代足球发祥地的厦门榜上有名。这将是

厦门有史以来承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体坛

盛事，随着筹备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厦门的体

育场馆建设、职业足球的发展、足球青训的提

升都将有质的飞跃。

如同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是世界体坛的

两大赛事一样，足球亚洲杯和亚运会并称为亚

洲体坛最大的两项赛事。2010 年广州亚运会的

举办，对于广州足球的整体提升意义深远。厦

门承办亚洲杯足球赛，必将重塑厦门足球的辉

煌。

除厦门之外，亚洲杯的另外 9 座承办城市

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

岛和苏州。 （路鹏宇）

共生成招商项目 1632 个总投资 8896 亿元

厦门市环东海域医院封顶
预计 2021 年 10 月建成交付使用

境外人才在厦生活工作更方便啦

厦门这两服务站功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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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侨联青委会换届

庄顺茂当选新一届会长

金猪献福欣辞旧

锦鼠接财喜迎新
2020 年庚子春联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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