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抢抓进度促建

设，全力奋战开门红。自疫情

发生以来，厦门加快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坚持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两手抓，第一季度

数据依然抢眼———今年 1-3

月，全市重点项目超额完成

投资任务，381 个市重点项

目实际完成投资 210.4 亿

元，超 26.1 亿元，完成序时

计划 114.1%。

数据显示，厦门重点项

目建设已基本恢复正常秩

序———厦门受疫情影响的

251 个省市重点在建项目已

于 2 月 23 日实现全部复工，

其中省重点在建项目提前实

现满负荷复工；截至 4 月 16

日 ，重点项目工人在岗

48172 人，返岗率达 98.98%；

全市 30 个搅拌站日产混凝

土约 5 万方，供应量已达到

去年同期水平，满足在建项

目施工需求。

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摁下

“快进键”，一批产业项目正为

城市经济发展蓄势积能———

110 个产业项目 1-3 月完成

投资 59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

计划 102.31%。其中，天马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完

成计划投资 107.8%，中航锂

电科技有限公司 A6 项目、软

件园三期等一批产业项目正

有序推进；121 个社会事业类

项目 1-3 月完成投资 31.16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计划

117.88%。曾厝小学、保障性住

房洪茂居住区一期工程已开

工建设，珩琦公寓、园博公寓

已竣工备案，将进一步保障和

改善社会民生；134 个城乡基

础设施类项目 1-3 月完成投

资 49.39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

计划 130.07%。其中，轨道交

通 3号线岛内段(火车站 -五

缘湾) 于今年 3 月 20 日全线

贯通。

响应“岛内大提升、岛

外大发展”，16 个新城配套

项目 1-3 月完成投资 70.81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计划

113.80%。各个岛外新城将按

照“一年有突破、两年见成

效、三年大变样”的目标，

全面加快投资建设步伐。

（黄语晴）

中航锂电A6项目效果图

厦门荣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
本报讯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上午记者从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月，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公布2019年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园林城市（县城、城镇）名单，

福建省厦门市等8座城市荣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厦门也由此

成为我省首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通过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2013 至 2018 年，我市建成区绿地

率从 35.34%提高到 40.85%，绿地覆

盖率从 41.15%提高到 45.13%，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从 12.42 平方米提高

到15.6平方米。截至2019年底，全

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16251.76 公顷，

公园绿地面积5236.88公顷。

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领

导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市政

园林局副局长王伟军介绍，接下

来，厦门将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

新起点，以目前住建部正在制订的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升级版评价标

准“公园城市”为近期目标，以“高

颜值生态花园之城”为远期目标，

按照“间绿透绿、显山露水”的绿地

建设理念，调结构、补短板，加快推

进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建设，努力建成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先行区、示范区。

2020 年全市计划完成森林生

态修复造林 3500 亩、森林抚育

26300 亩，营造乡村生态景观林

2500亩，完成狐尾山、仙岳山林相改

造任务1317.9亩，启动东坪山林相

改造和景观提升工程。全市计划完

成新增或改造提升城市园林绿地面

积400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100公

顷），完成40公里绿道建设。各区将

至少新建和改造提升 1 个城市公

园、1条林荫景观路等。 （龚小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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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期

2020年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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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北京时间 4 月 19

日，中国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

家组圆满完成在菲律宾的援

助任务，平安返回福建厦门。

专家组一行 12 人受中国

政府派遣，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组建、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选派。据专家组领队、福建

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郑惠文，

组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副院长翁山耕主任医师介

绍，专家组于4月 5日抵达菲

律宾马尼拉，随机携带并捐赠

一批医用 N95 口罩、医用口

罩、医用隔离面罩、医用防护

服、呼吸机等急需的医疗防护

物资给菲律宾政府。在14天时

间里，专家组与菲律宾卫生部、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办公

室、当地卫生医疗机构召开多

场工作会议，评估新冠肺炎疫

情走向，介绍中方抗疫经验。结

合菲方防疫措施和诊疗流程，

中国医疗专家组对菲方新冠肺

炎防控、危重症管理、临床诊

疗、社区管理和实验室工作等

提供指导和咨询。

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中国医疗专家组重点为

驻菲使馆、中资机构、留学生、

华侨华人、汉教老师等菲律宾

社会各界提供新冠肺炎防控咨

询指导和必要的防护品、中医

药等。专家组以实地走访、开讲

座、开设热线电话、视频连线和

视频一对一在线咨询等方式普

及防护常识，开展网络培训、健

康咨询，培训菲华社抗疫志愿

者，解答华侨华人疑问。共参访

11 家当地医疗机构，参加 10

次交流会议，举办 6场培训，培

训、浏览人数共计 9万余人次，

接受20家主流媒体采访。菲律

宾方面也积极采纳专家建议，

完善相关防控诊疗措施，努力

遏制疫情发展。中国医疗专家

组因地制宜提出建议，专业而

真诚的分享得到菲律宾政府、

医疗同行、广大民众认可和赞

誉。

中国医疗专家组在菲律

宾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菲华

社抗疫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在专家组返回之际，菲

方对中国的驰援表示衷心感

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

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

省委省政府、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驰援菲律宾抗击疫情表示

衷心感谢。中国驻菲律宾使馆

人员与专家话别，感谢专家组

的辛勤工作。专家组在菲律宾

疫情期间及时驰援，带去宝贵

的中国经验，增强了菲方和在

菲华侨华人的抗疫信心，携手

同心抗疫，对菲律宾抗疫工作

产生良好影响。

据悉，顺利回国后，中国

医疗专家组在厦门指定休养

点集中休整。福建省卫健委、

省侨办和厦门市有关领导到

机场迎接。 （陈莼）

本报讯 4 月 20 日，厦门市侨办和

市侨联共同前往慰问赴菲律宾援助后

归国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并向 12

位专家赠送了慰问卡、爱心小礼物和水

果篮，深切问候并表达敬意。

据了解，此次赴菲律宾医疗专家组

共有 12 人，受中国政府派遣，由国家卫

健委组建、福建省卫健委选派，于 4 月

5日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开展了为期 14

天的援助工作。4月 19 日，专家组圆满

完成在菲律宾的援助任务，平安返回厦

门，在厦门指定休养点集中休整。

厦门侨界慰问

中国赴菲抗疫医疗专家组

新闻延伸

厦门部分行业企业逆势增长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已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本报讯 4 月 23 日，记者从市

工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目

前厦门规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已

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纳入监

测范围规上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

从员工返岗看，截至4月15日，

规上工业企业累计返岗人数54.92万

人，员工返岗率由 2 月 10 日的

28%上升到90%以上，其中市重点工

业企业累计返岗人数28.54万人，员

工返岗率已超过去年正常水平。

从工业用电看，3 月份工业用

电 10.86 亿千瓦时，增长 -1.2%，环

比前两个月的 -18.9%呈较大幅度

回升。3 月份以来，规上工业企业

日用电量与 2019 年 12 月日均用

电量比值保持在 95%以上。与去年

同期相比，市重点工业企业产能恢

复 90%以上的企业超过 87%，天

马、联芯、友达、宸鸿、弘信、电气硝

子等企业基本实现满负荷生产。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厦门工业企

业有效生产时间减少约10天，产能发

挥总体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工业经济

运行呈下行趋势。电子、机械两大支

柱行业产值同比下降 7.8%和 6.8%，

但 3月份较前两个月回升了 3.1 个

百分点和4.8个百分点。受影响较大

的有汽车、船舶及其配套，计算机及

部分消费类电子设备，飞机维修、水

暖与厨卫等行业企业。同时，也有部

分行业企业由于产能提升及订单增加

逆势增长，主要是集成电路、医疗

与健康、食品加工及其配套等。

下一阶段，厦门将持续贯彻落

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在稳的基础上积极

进取，更加精准解决企业人流物流

堵点、融资销售难点、产业链断点，

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培育壮大

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

主动权。 （李晓平覃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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