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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2 日上

午，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总指挥长胡

昌升在调研入境人员分流

和集中医学观察情况时强

调，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

强化协同作战，毫不放松抓

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重点

任务，扎牢全链条无缝隙闭

环管理的联防联控网络，巩

固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

胡昌升首先来到入境

人员分流服务中心，来自省

内各地市的驻厦专班和本

市各区的工作专班在这里

定点驻扎，随时接待和分流

转送入境旅客。胡昌升与现

场专班一一交流，详细询问

人员、车辆、物资保障情况，

认真听取工作意见建议。他

说，大家一定要尽可能提高

入境查验和分拨转送各环

节的工作效率，要备足专人

专车，第一时间转送，减少

旅客滞留等候的时间。现场

指挥部要与各地市建立信

息通报和工作协同机制，密

切联动、无缝对接，形成工

作合力，确保反应准确迅

速、处置灵活有力。他叮嘱

要做好各地市驻厦专班的

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足够

的防护物资和后勤保障，为

他们创造更好更安全的工

作条件。

胡昌升实地察看集中

医学观察酒店，详细了解酒

店人员配备、健康监测、卫

生消杀、送餐服务、防护物

资配备等情况，叮嘱要把风

险考虑得更充分，把防控措

施制定得更周密，把工作举

措落实得更扎实。区里要配

齐配强酒店工作专班，热情

周到、耐心细致地做好管理

服务，做好沟通解释、情绪

疏导、人文关怀等工作。要

加强各环节工作人员的健

康管理和自身防护，做好转

送车辆的消杀防疫措施，确

保工作人员“零感染”。

胡昌升强调，严防境外

疫情输入是当前防控工作

的重中之重，要把困难想得

更充分一些，把准备做得更

细致一些，不折不扣落实好

管控措施。要强化措施联

动，加强内外信息沟通共享

和工作协同配合，确保各工

作组之间、部门之间、部门

和区之间对接顺畅、操作链

全程闭合。要强化隐患排

查，切实加强各涉疫场所的

安全检查，逐一排查房屋结

构安全、用电用气安全、消

防和应急通道安全，对存在

问题要立即整改到位。要切

实做好医疗救治，做到一视

同仁，确保应查尽查、应接

尽接、应隔尽隔、应收尽收，

坚决杜绝境外输入疫情扩

散。要充实人员力量，按需

科学调配，依法服务管理好

入境旅客，以高度负责的精

神和过硬的工作作风，齐心

协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市领导黄强、黄文辉参

加调研。 （蓝碧霞）

本报讯 3 月 23 日上午，

厦门举行现代农业招商项目

网络签约活动。福建省委常

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市

长庄稼汉见证签约活动，市

委副书记陈秋雄主持。

这次签约活动以视频

形式举行，各区和签约企业

设分会场，除 4 个市级招商

项目在主会场网上签约外，

还有 11 个招商项目在各区

分会场同步签约。

2019年，厦门都市现代农

业产业集群实现营收 920 亿

元，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3日

签约的15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33.85亿元，其中项目合作协议

13个，总投资31.35亿元，意向

项目2个，总投资2.5亿元。

康妈妈科技农业园项

目、夏商新希望现代农业综

合产业链项目、傲农嘉烨兴

生猪生态养殖改扩建项目、

厦门百利 - 龙程海洋科技

孵化园项目共 4 个项目登

上主会场，它们都是农业领

域的龙头企业，技术先进、

实力雄厚，计划总投资额

17.5 亿元。各区分会场共有

11 个区级签约项目，计划总

投资额 16.35 亿元。这些项

目的签约，为厦门现代农业

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虽然不能“面对面”，但

企业家们纷纷通过视频表

达了各自的看法和期待。

“厦门的公共管理效率

已经远远赶超了企业的工

作效率，集团投资厦门信心

满满。”对于此次签约，康妈

妈科技农业园开发公司董

事长林易陞充满期待，“厦

门在现代都市型科技农业

产业中，发展空间巨大，具

有明显的后发优势，是高质

量农业循环发展的强市，我

们有信心做好一切工作。”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

司此次和夏商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董事长刘畅对发

展前景表示“长期高度看

好”。她说，这次签约是新希望

在厦门市加大投资兴业的重要

战略举措，将与夏商集团在产

业链上全面契合、深度互补。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创业之

初，就把运营总部设在厦

门，此次并购原厦门嘉烨兴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扩大

生产规模，董事长吴有林说

道，“我们对这片土地有着

深厚的情感，签约后将科学

施工，倒排工期，确保在计

划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

厦门百利控股公司也是

土生土长的农业高科技创业

型企业，董事长康英德表示，

“此次签约，拟在翔安建设海

洋科技孵化园，是企业从陆

地农业向海洋农业的一次跨

越发展，也可以进一步发挥

本土企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

更多投资。” （黄怀 吴晓菁）

文明祭扫共同防疫
致海外侨胞乡亲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海外侨胞乡亲：

近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形势日

趋严峻，多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万分

关切、牵挂着异域他国侨胞乡亲们的平安康

宁，特请各位侨胞乡亲做好防护，保重身体，

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尽量避免或减少境

内外旅行。

清明临近，思乡情浓。为应对当前境内外

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减少清明期间祭扫活

动引发的人员聚集性感染风险，厦门 3 月 22

日发布公告，明确 2020 年清明节期间祭扫管

理有关事项：

一、全市所有公墓及区级公益性骨灰楼

暂停群众现场祭扫活动，相关服务管理机构

将免费代为清扫和献花；暂停集体公祭、骨灰

撒放等人群聚集活动。

二、各镇（街）、村（居）骨灰楼（所）暂停

群众现场祭扫活动，村（居）老人协会可统一

派出代表（最多不超过 5人）开展文明祭扫。

三、自 3 月 25 日零时起，厦门开通网上

祭扫平台“厦门云祭园”，市民可通过“i 厦门”

微信公众号免费进行网络祭扫。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受国际航班减

少及管制影响，目前回国旅途甚是周折、耗

时，且存在极大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风险。因

此，如各位侨胞乡亲近期安排回乡扫墓祭祖、

访亲探友，建议调整计划，以绿色清朗、文明

低碳方式，遥寄思念、缅怀先祖。清明祭先人，

在心不在形。

如确需返乡，请务必通过“i 厦门”微信

公众号进行自主申报和提前登记。按照厦门

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境外入厦人员健康管理

的公告》要求，厦门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零时

起，对所有 14 天内有境外（含港澳台）旅居史

的如下人员一律实行 14 天集中医学观察。对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孕产妇、患有

基础性疾病等原因不适宜集中医学观察的人

员，经提前申请并获批准，入境后可实行 14

天居家医学观察。集中医学观察期间产生的

食宿费用由个人承担。出门风险多，居家最安

全。

我们相信，春暖花开会有时，万水千山鹭

江情。我们共同期待早日相聚的这一天，家乡

人民欢迎您回家！

祝愿侨胞乡亲们诸事顺遂、阖家安康！

本报讯 3 月 20 日，厦

门鲲鹏超算中心(一期工程)

正式建成上线，这标志着厦

门云计算产业发展又向前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需要，厦门鲲鹏超算中心

首批 9 家入驻单位通过“云

签约”的方式签署合作协

议。市领导胡昌升、庄稼汉、

黄强、黄晓舟、李钦辉等共

同见证签约。

厦门在“鲲鹏化”城市建

设与鲲鹏产业生态圈打造方

面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基

础，数字经济规模占到全省

的40%。2019 年 11 月，厦门

市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共同宣布携手打造鲲鹏

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及超算中

心等重点项目。厦门鲲鹏超

算中心(一期)的建成，标志着

厦门市与神州数码集团战略

合作的实质性落地。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坐

落于海峡通信枢纽中心，一

期可容纳近 200 个机柜，主

要采用以鲲鹏 920 芯片为

核心的高性能数据中心服

务器，同时运用领先的云化

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构建

起鲲鹏架构的超算平台。未

来，厦门将进一步加大支持

力度，力争将超算中心打造

成为新时代的数字化应用

创新平台、数字政府领先实

践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共

享服务平台。

神州数码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郭为在视频连线时表示，

神州数码厦门超算中心将针对

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

于海量存储、海量计算、大数

据服务、人工智能等多样化

需求，提供业内领先的专业

超算服务，为厦门产业转型

升级持续赋能。 （黄怀）

胡昌升检查调研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厦门举行现代农业招商项目网络签约活动

厦门鲲鹏超算中心正式建成上线
首批 9家入驻单位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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