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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6 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重磅发布 2019-2020 年度“中国

十大美好生活城市”榜单。上海、

长沙、长春、北京、青岛、昆明、济

南、海口、深圳、厦门十个城市上

榜(按笔画排名)。针对城市治理

能力和社会服务的 21 项满意度

指标中，厦门人对社会风气的满

意度排名全国第一。

这项调查联合了国家统计

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推出。

指标体系由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3 个一级指标及 21 个二级

指标构成。调查方式是通过邮

递员入户发放问卷和航空公司

机上发放问卷，共 13 万个样

本，这是目前全球大规模的民

生感受型调查。

“时代出卷，人民阅卷”是大

调查的核心，百姓用自己的感受

来为美好生活打分，真正体现了

“人民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

哪些指标满意度较高？从综

合数据来看，人们普遍对水和空

气质量、治安状况、医疗服务、教

育质量、公园绿地的满意度较高。

调查发现，随着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深入推进，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的宜居环境正在不断提

升人们的美好生活感受，对城市

形象、公园绿地、水和空气质量这

几项的满意度，不同层级城市间

的差距在缩小，二三线城市对水

和空气质量、城市形象的满意度

开始超过一线城市。

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服

务、养老服务领域，一线城市的认

可度略高于二三线城市。而在教

育质量方面，三线城市满意度提

升较快，成为美好生活加分项。

从 21 个二级指标来看，人们

对互联网治理、食品安全、包容不

排外和社会风气这些方面还有很

多期待。

那么，各个城市表现如何？北

京和上海作为超大城市表现出了

全面发展的水平，各项指标满意

度比较均衡；长沙、昆明和海口已

经连续两次荣登十大美好生活城

市榜单；长春、深圳、济南、厦门分

别摘得几个单项指标第一，集中

在城市形象、政府服务意识、教育

质量和社会风气方面。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同时

显示，合肥、青岛、昆明、海口、厦

门这五座城市成为 18 岁 -35 岁

年轻人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城市，

而长沙、长春、重庆、济南、深圳这

五座城市成为 36 岁 -59 岁熟龄

群体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城市。

（翁华鸿）

本报讯 7 月 4 日，厦门市欧

美同学会（厦门市留学人员联

谊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

会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新一

届理事会及会长班子成员。厦

门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

张毅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黄延强，市政府副市长林建，市

政协副主席、市欧美同学会第

三届会长陈昌生，市政协副主

席、市农工党主委王焱出席会

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筹备工作报

告和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王

焱当选为厦门市欧美同学会（厦

门市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四届理

事会会长,于洋、王于蓝、叶英、史

大林、白雪卿、李啸萍、邱云、张

云、郑政、骆静南、曹敏杰、程璇、

蔡建春等 13 人当选为副会长，何

杰当选为秘书长。

张毅恭对厦门市欧美同学会

（厦门市留学人员联谊会）今后的

工作提出要求，要切实履行担负

的职责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发挥市欧美同学会的桥

梁纽带作用，维护和发展好海归

利益。要全力打造过硬的组织体

系，发挥带头示范效应，在实干中

建功立业。

本报讯 东部体育会展新城

近日召开新体育中心项目建设部

署动员大会。记者从会议获悉，这

座未来将成为厦门地标建筑的项

目，计划在 2022 年 11 月实现竣

工，以确保满足 2023 年亚洲杯国

际赛事的举办需求。

新体育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展示厦门形象的地标式建筑，体

现厦门市大型场馆的建设水平。同

时，它也将成为具有集聚效应的国

家体育产业基地和示范项目，拥有

承办国际高水平赛事的能力。

动员会要求，各参建单位必

须高度重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

新体育中心建设，以打造“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的精品工程的决

心，投入到项目建设中来，确保项

目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实

现完工，2022 年 12 月 9 日前交

付使用。

据了解，厦门新体育中心分

为两个标段:I 标段工程建筑面积

约 32.28 万平方米(其中，体育场

约 17.9 万平方米，商住配套 14.2

万平方米)，主要包含体育场(6 万

个座位)、园林景观、配套商业、室

外热身配套、室外运动场地等，计

划工期 880 天。

II 标段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 23.39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体育馆及综合训练馆、游

泳馆、体育工艺及绿化等配套设

施工程，计划工期 880 天。其中，

体育馆 18000 个座位，建成后将

成为国内目前最大的单体体育

馆。 （戴舒静）

本报讯 7 月 5 日，厦门港

口管理局发布数据快报，6 月

份，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达

100.5 万标箱，首次突破单月

100 万标箱关口，创历史单月

最好成绩，同比增长 5%。

在具体数据方面，6 月份，

外贸集装箱业务量占比 70%，

比增约 7%，内贸箱略有增长。

相关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厦门

市聚焦“六稳”“六保”，坚持扩

大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坚持保障改善民生着力扩大

内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厦门港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服务发展大局，力保产

业链、供应链‘两链’稳定，倾

情倾智倾力服务港航企业，优

化营商环境对冲疫情影响。”

厦门港口管理局负责人说。

作为厦门港集装箱业务

的主力军，厦门港务控股集团

负责人说，依托厦门港国际集

装箱枢纽港地位，积极发挥

“多区叠加”优势、强化招商引

资、加强与世界大型航商战略

合作，是厦门港 6 月份集装箱

吞吐量逆势增长的主因。以国

际中转业务为例，6 月份，该业

务单月同比增长达到 44%，港

口生产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以

内贸业务为例，今年，翔安刘

五店港区作业迈入正轨，上半

年贡献业务增量 16 万标箱。

“丝路海运”也在持续发

展壮大。今年以来，华荣海运、

天津港集团等 58 家知名企业

加盟“丝路海运”，联盟成员达

163 家，共发布命名航线 62

条，厦门港口管理局、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等港航部门企业

多维度协作力保“服务质量不

降低、航线网络保完整、吞吐

箱量促平稳”。

持续优化的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实现集装箱业务提质降

本增效，进一步吸引货物向厦

门港集聚。今年，厦门港实施集

装箱货物提货单和设备交接单

电子化操作，普及推广港口使

费“结算直通车”，试行集装箱

货物“卸船直提”“出口直装”

……一系列举措，实现船舶“零

待时进（出）港”，货物“零待时作

业”，为产业每年节约成本数亿

元，港口国际竞争力凸显。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厦门港将倾力担

当，精心谋划应对疫情影响；

倾智保障，精准发力携企共渡

难关；倾情作为，贴心服务优

化营商环境。”厦门港口管理

局负责人说，从上半年整体数

据看，港口生产量仍有小幅下

滑，因此，下半年仍需全力攻

坚。厦门港将强化疫情防控，

坚决守住厦门市疫情防控海

上“大门”；落实各项惠企政

策、深化改革创新，破解企业

发展难题，提振发展信心，坚

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

本报讯 7 月 9 日至 7 月

12 日，2020 厦门工业博览会

暨第 24 届海峡两岸机械电子

商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厦门工

博会)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本届厦门工博会聚焦智

能制造，以“后疫情、智制造”

为主题，是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贯彻落实“六稳”“六保”，

推进商贸企业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以及树立产业发展信心

的重要平台；也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厦门举办的首个产

业会展活动、首个大陆涉台会

展活动。

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 6

万平方米，约 3000 个标准展

位，展会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

做“高”做“精”，设置智能制造

展、工模具及功能部件展、橡

塑工业展、机床及激光设备

展、台湾展区、印刷包装暨广

告设备展、环保暨流体机械

展、轨道交通暨智慧物流展、

中国国际水展 9 大专业展区。

宏山激光、大族激光、奔腾楚

天、香港龙记模具、日本沙迪

克、北京精雕、马扎克、松兴智

能、台湾东刚、厦工股份、加藤

中骏、艾尔发等展商今年继续

大规模参展。 （潘薇）

厦门港集装箱月吞吐量首超百万标箱

加强与大型航商合作

依托厦门港国际集装箱

枢纽港地位，积极发挥“多区

叠加”优势、强化招商引资、加

强与世界大型航商战略合作，

使厦门港 6 月份集装箱吞吐

量得以逆势增长，内外贸均呈

现新亮点。

持续壮大“丝路海运”

今年以来，华荣海运、天

津港集团等 58 家知名企业加

盟“丝路海运”，联盟成员达

163 家，共发布命名航线 62

条；厦门市港航部门企业力保

“服务质量不降低、航线网络

保完整、吞吐箱量促平稳”。

（徐景明郭旻汤鹭红）

亮点

2020 厦门工博会启幕
开启两岸制造业发展新机遇

市民对社会风气的满意度排名全国第一

厦门市欧美同学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

厦门新体育中心后年底投用
满足 2023 年亚洲杯举办需求

甘肃临夏州侨联招商引资

项目推介会在厦举办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苑宝玲
积极服务海绵城市建设

为厦门“两高两化”贡献力量

陈兰

我在武汉的 5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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