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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7 日，福建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总指挥

长胡昌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 扩大) 会议暨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会议、浙江考察调研时的

重要讲话和对四川西昌市经久

乡森林火灾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贯彻落实国务院严防境外

疫情输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和省委关于严密防控非法入

境等工作部署，研究厦门具体

落实举措。市长、总指挥长庄稼

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东、

市政协主席魏克良出席。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努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

面做好“六稳”工作，千方百计促

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奋力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把严防境

外疫情输入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

之重，强化境外疫情输入的闭环

管理，进一步严管、严查、严检；加

强非法入境人员管控，筑牢数字、

海上、口岸、村居、全员五道坚固

防线，切实做到检测预警、宣传发

动、警务协作、排查管控、依法打

击、防疫处置“六个强化”，形成对

各类偷渡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震

慑；要加大无症状感染者管理工

作力度，将疫情重点地区来厦人

员全部纳入工作闭环、全员接受

核酸检测，落实学校防控“两案八

制”，对外地返厦学生，原则上都

要开展核酸检测。

会议强调，要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因应形势变化动态优

化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对接落实

中央宏观政策，实施全产业链支

持措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速

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持续稳外

贸促增长，加力建设美丽乡村，确

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进一步

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吸取四川西

昌森林火灾等安全事故的惨痛教

训，始终把防范安全风险摆在各

项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彻底地

排查和整治安全隐患，切实守住

安全生产底线。广大党员干部要

保持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

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理性看待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和问题，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

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坚定不

移推进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增

后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蓝碧霞）

中新社武汉 4月 8 日电 武汉

于 4 月 8 日解除离汉离鄂通道。在

“暂停”76 天后，这座城市逐渐恢复

往昔的“烟火气”，荆楚大地春意在

望。

“解封”背后离不开所有人的

付出。自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

的医护人员冲向一线、志愿者们热

血逆行、基层工作者坚守岗位……

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也以各种方

式伸出援手，与江城休戚与共。

过去的两个多月，海外侨胞的

义举历历在目。在武汉医疗物资紧

缺之时，他们迅速行动，捐款捐物并

千方百计把物资运到武汉。这其中，

“人肉”接力运回口罩、包装箱上留下

的“中华儿女”签名、98 岁的美国老

华侨为武汉捐款后第二天遗憾离世

等新闻让人闻之泪下。可以说，海外

侨胞的关心和捐助伴随着武汉从

“至暗时刻”走出的每一步。

据湖北省政府侨务办公室统

计，截至 3 月 26 日，已有 52 个国

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向湖北捐赠

资金 15276 万余元人民币及大批

口罩、护目镜、酒精、防护服等物

资。这为打赢湖北保卫战发挥了积

极作用。

武汉“解封”亦让海外侨胞感

到欣慰与鼓舞。德国法兰克福侨胞

王文曾在当地踊跃募捐，采买口罩

等防护物资运回武汉。她说：“熟悉

的武汉又回来了，人们又可以早起

锻炼、江边漫步、吃一碗热干面

了。”她祝愿武汉百折不挠、生生不

息、活力无限。

“看到武汉‘重启’，生活逐渐

走向正轨，深感欣慰。”法国侨胞黄

冠杰说，欣慰于自己为今日的“重

启”伸出过一只手，捐赠的物资保

护了一些生命。“我们希望在经历

了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疫’后，

大家都明白众志成城的重要性。”

“封城”已成过去，武汉人的生

活将逐渐归于寻常。但随着疫情在

海外持续扩散，新冠肺炎疫情目前

已影响全球 200 个国家和地区，许

多海外侨胞聚居的国家成为了疫

情重灾区。在中国疫情得到遏制之

际，海外侨胞对祖( 籍) 国战“疫”的

贡献不应忘记；在一些海外侨胞面

临防疫物资紧缺、生活遭遇困难等

难题时，我们更要主动施以援手，

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武汉已在行动。考虑到海外侨

胞的问诊需求，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自 3 月 19 日起在医院官

方 APP和微信公众号开通了海外

专区———“海外发热门诊”。侨胞们

可在此平台向该院抗“疫”一线的

专家进行图文咨询。雷神山医院在

院专家 3 月 28 日与欧洲、亚洲 29

个国家近 600 名华侨华人远程连

线，分享防控新冠肺炎建议。

湖北省政府侨务办公室首批

募集而来的 112 万只口罩、7 万副

中药制剂等爱心物资正陆续发出，

将援助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加拿

大、马来西亚、日本等国的侨胞。相

信这将帮助海外同胞们缓解防护

物资紧缺情况。

“‘解封’离不开海外同胞的一

份帮助，作为武汉人我心怀感激。”

家在武汉硚口区的向女士说，同胞

之谊血浓于水，希望海外同胞能早

日走出疫情阴霾，武汉人与大家同

在。 （冉文娟马秀秀）

本报讯 4 月 6 日，厦门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出台《关于组织申报口

罩及其辅料生产企业补助资金的

通知》，为符合条件的口罩及其辅

料生产企业给予不同标准的补助。

补助标准分为四类: 一、新购

设备。对 2 月 1 日( 含) 以后购置口

罩生产设备，根据其形成产能的时

间，给予设备购置金额 35%-50%不

等的补助，最高补助 50 万元。二、

闲置设备改造。启用改造闲置旧设

备，在 3 月 10 日( 含) 前投入使用

的，根据产量水平分档补助，最高

补助 30 万元。三、洁净车间扩建。3

月 10 日( 含) 之前建设投用，按投

资费用的 35%予以补助，每家企业

补助不超过 80 万元。四、口罩耳带

生产设备改造。经市应急物资保障

小组协调，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

公司紧急改造机器，加急转产口罩

耳带，有效缓解口罩耳带供应不足

问题。根据企业改造投入和让利销

售给厦门口罩企业情况，按口罩工

作小组专题会研究的补助标准予

以支持。 （李晓平）

本报讯 2020 年高层

次金融人才申报评选工作

开始啦！记者了解到，符合

条件的企业人才最高可获

得 200 万元奖励，申报时间

截至 4 月 30 日。

据悉，参与评选的高层

次金融人才应当在注册在

本市的金融机构、大型金控

公司或金融研究所 ( 智库)

任职，包括现有人才和引进

人才。高层次金融人才分为

三类，包括行业领军型、高

级精英型和青年骨干型。以

上三类人才包含现有人才

和引进人才。“现有人才”指

在申报有效日期截止前已

在本市连续工作满 3 年的

人才；“引进人才”指在申报

有效日期截止前 1 年内从

外地来本市工作的人才。

对符合本市高层次人才

政策的，认定后按政策规定

享受相关待遇。对经评定的

上述三类高层次金融人才按

照以下标准给予支持，扶持

资金分五年平均发放。其中，

对现有的行业领军型金融人

才奖励 100 万元；对引进的

行业领军型金融人才奖励

200 万元。每家单位 5 年内

可推荐申报 1 人；如已认定

人才任期未满且离职的，该

单位可在其离职后，另行推

荐申报 1 人。对现有的高级

精英型金融人才奖励 80 万

元；对引进的高级精英型金

融人才奖励 160 万元。每家

单位每年可推荐申报 1 人；

对现有的青年骨干型金融人

才奖励 40 万元；对引进的青

年骨干型金融人才奖励 80

万元。根据规模、税收等情

况，每家单位每年可推荐申

报 1-3 人。

获评行业领军型、高级

精英型金融人才，每年可给

予一定名额申办“金鹭英才

卡”，其余高层次金融人才

可申办“银鹭英才卡”，并按

《厦门市“海纳百川”人才计

划优惠政策暂行办法》规定

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白若雪）

本报讯 记者 4 月 6 日

从漳州市发改委获悉，漳州

市有序推进闽西南重点协同

发展项目建设，其中厦门轨

道交通 6 号线漳州（角美）延

伸段工程、国省干线联十一

线漳州长泰段公路、国省干

线纵二线漳州台商投资区过

境段公路工程等互联互通项

目，近期均已复工建设。

记者了解到，闽西南协

同 发 展 区 重 点 建 设 项

目———厦门轨道交通 6 号

线漳州( 角美) 延伸段工程，

目前已完成土建施工 1 标

段角海路站交通疏解部分

临时迁改道路的硬化，近期

计划开展龟山站三轴搅拌

桩、导墙、地下连续墙等围

护结构施工，同时启动文圃

路站及角江路站的临建工

程标准化建设。同时，国省

干线联六线芗城段、国省干

线联十一线漳州长泰段公

路、国省干线纵二线漳州台

商投资区过境段公路工程

（奥特莱斯大道至经二路）、

漳州核电（一期）等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黄树金）

最高可获 200 万奖励
厦门市高层次金融人才申报评选开始

闽西南交通互联互通项目
加快建设

武汉“解封”日：

符合条件的厦门口罩生产企业可获四类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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