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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厦门地铁 6 号线（马銮湾

片区段）集美岛站至西滨路口站

跨海盾构区间双线贯通。该段长

约 7600 米跨海隧道的掘进任务

全部顺利完成，这也标志着厦门

地铁又一项重难点、高风险工程

被攻克。

地铁 6 号线马銮中心站

至集美岛站区间（简称“马集

区间”）及集美岛站至西滨路

口站区间（简称“集西区间”）

隧道全长约 7600 米，先后 4 次

下穿马銮湾海域，于2018 年 12

月份开始掘进，其中马集区间

隧道已于去年 8 月 2 日双线

贯通。

“马集区间”及“集西区间”

的跨海段隧道采用土压平衡盾

构施工，施工过程中存在下穿马

銮湾海域、穿越砂层施工、浅覆

土段施工、孤石段施工以及下穿

综合管廊等构筑物及管线等众

多施工难点———马集及集西区

间下穿马銮湾海域盾构跨海段

总长达到 1450 米，跨海段施工

地层沉降难以控制，海底覆盖层

坍塌风险极高；区间隧道下穿的

构筑物主要有地下通道、环湾大

道综合管廊、柏涛路综合管廊、

环湾大道与柏涛路交叉口框架

通道，交叉施工，掘进难度大；集

西区间内多处孤石组成的孤石

群侵入隧道，最长一段孤石群长

约 16 米、宽约 3 米、厚 0.4-2.5

米，孤石和基岩的突起提高了盾

构掘进的难度，磨损刀盘、增加

开仓换刀次数，造成额外的经济

损失……

为攻克重重难关，在市委

市政府、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

部的正确指导下，轨道集团会

同参建单位深化技术先行，成

立盾构监控指挥中心，全方位、

全天候对盾构掘进进行管控，

采取控制掘进参数及加强注浆

管理等措施，安全、质量、进度

等方面得到良好控制。在历时

530 天的攻坚后，最终实现 6

号线马銮湾跨海段隧道全部顺

利贯通。

目前，地铁 6 号线马銮湾片

区段（4 站 3 区间，4 站为马銮西

站、马銮中心站、集美岛站、西滨

路口站；3 区间为马马区间、马

集区间、集西区间）主体结构全

部完成。 （林施赟朱俊博）

本报讯（记者 林硕）5 月

14 日，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张毅恭一行赴厦门市侨资企

业联络中心、厦门鹭风报社调

研，听取两家单位的工作汇报，

研究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

何秀珍等参加了调研。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侨资企业联络中心和鹭

风报社表现出色，积极配合市委

统战部、市侨办，凝聚侨心、发挥

侨力化作抗击疫情的动力，起到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张毅恭动情地说，借你们侨

资企业联络中心、鹭风报社这两

个侨务工作平台，向长期以来关

心、支持厦门建设发展，特别是

积极帮助祖（籍）国和家乡抗击

疫情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表示

感谢。希望还处在疫情严重区域

的侨胞做好自身防护，厦门市委

统战部、市侨办将继续给予支持

和帮助。欢迎广大侨胞侨商多来

厦门走走看看，正在进行高素质

高颜值国际化现代化建设的厦

门，将是创业的热土和温馨的家

园。

调研中，张毅恭勉励鹭风报

社要坚持侨报定位，做优、做精，

继续办好《鹭风报》，“这是一份

呈送给广大海外侨胞的家书和

礼物，要多宣传厦门家乡建设发

展，多展示福建、闽南的人文历

史，讲好厦门故事，讲好侨胞爱

国爱乡的故事。”

张毅恭勉励侨资企业联络

中心要继续为侨企服务，对愿意

来厦投资兴业发展的侨商侨企，

积极牵线搭桥，做好服务工作。

要协助办好厦门市侨资企业协

会，促进联络，发挥作用。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为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5

月 10 日，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公

告，要求有序恢复场所开放和

活动举办。

公告指出，全市所有因疫

情暂未开放的公园、景区（包

括其中的室内场所、儿童游乐

区域、动物展示区域）可有序

恢复开放；文化演出、体育赛

事、业余训练活动以及电影院

和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可有序

恢复举办或营业；学校体育场

地设施可以逐步对外开放，开

放时间由体育、教育部门具体

发布；按照相关技术指南，全

面开放商场、超市、宾馆、餐馆

等生活场所和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等室内场馆。可举

办各类必要的会议、会展活动

等。

公告指出，以上场所开放

及活动举办均须在落实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采取预约、限流的

方式。有关单位要落实科学佩

戴口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通

风消毒等主体责任。行业主管

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

本报讯 2020 年（第一批）

市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开始征

集，重点聚焦人工智能、5G、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旨在推进厦

门新一轮技术改造专项行动，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先进

制造业创新发展。

此次征集项目以智能制造

为主要方向，包括利用人工智

能、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

智能化、网络化等升级改造和

“机器换工”项目；以智能、绿

色、质量、安全等为重点，加速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

业态新模式融合应用项目；先

进制造业重点领域产能扩张项

目；工业强基工程领域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和产业项目。

征集范围为在厦门市内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

企业，征集项目应依据产业政

策，取得备案或核准的审批手

续，并处于开工在建阶段或计

划于 2020 年开工建设；项目备

案或核准的总投资不低于 500

万元；项目应为工业和信息化

领域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性质

包含扩建、迁建、改建、设备购

置等投资类型。 （李晓平）

本报讯 一列编组 50 车的

X8098 次列车，近日从厦门自

贸片区海沧园区铁路场站开

出。这是今年来厦门开出的第

100 列中欧班列。

厦门海关相关人士 5月 11

日告诉记者，今年中欧班列突

破 100 列的时间，比去年整整

提前了两个月。

该列中欧班列满载机电、

服装鞋帽、防疫物资等 398 吨

厦门及周边地区企业生产的产

品，将从阿拉山口出境，途经波

兰马拉舍维奇、德国杜伊斯堡，

到达目的地德国汉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

地海运港口封闭，空运运力缩

减，物流运输受阻。单就厦门地

区而言，厦门及周边口岸海运、

空运运力大减。而中欧班列发

挥其运输优势，保障货物正常

运输，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发挥

关键作用。

厦门海关人士称，疫情期

间，有大量出口货物选择中欧

班列运输，班列业务量激增。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3 月

份，中欧(厦门)班列单月运输货

值首次突破 1 亿美元，共开行

33 列，载货 2958 标箱 1.58 万

吨，货值 1.13 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 135.7%、153.3%、222.1%、

152.6%，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

高。

为支持中欧班列扩线增

量，厦门海关与新疆乌鲁木齐

海关建立常态协调机制，与铁

路部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

等机构加强联系配合，积极协

调增加班列货物临时装车点，

提高出口货物装车速度；探索

将部分监管作业前置，提高运

营企业与铁路部门间的信息

交换效率；通过多程转关，增

加厦门 - 西安城际班列运营

线路，促成厦门特殊监管区货

物“先出区后报关”通过中欧

班列出口，缓解出口运输压

力。

今年以来，中欧(厦门)班列

装载能力大大提升，由原来每

周 6 列增加到 9 列，每列装运

从 38 车增加到 50 车。截至目

前，中欧(厦门)班列已累计载货

9094 标箱，货值 3.59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143%、157%。

（黄咏绸游聚民）

厦门有序恢复场所开放和活动举办

厦门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开始征集
聚焦 5G等领域

中欧班列“加速跑”
厦门今年开行提前“破百”

5月 13 日上午，地铁 6号线马銮湾跨海段隧道全部贯通。（王协云摄）

张毅恭一行调研厦门市侨资企业联络中心、厦门鹭风报社

全长约 7600 米，又一项重难点、高风险工程被攻克

厦门“惠台 26条”实施细则

让台商感受“厦门温度”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卢绍基：
致力中药研发助力疫情防控

天下美食

“老板，再来一盘海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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