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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3 日上午，福建

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厦门

落实“六个一批”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三年前的 7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鼓浪屿申遗

成功和保护文化遗产作出重要指

示，为我们更好地保护鼓浪屿、传

承历史文脉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重要遵循。三年来，全市各级

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鼓浪

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取得显著成

效，促进长效机制日益健全、遗产

保护更加精细、社会治理提质增

效、共建共享彰显温度、文旅融合

焕发魅力。同时全方位加强文物

保护工作，促进文化保护有法可

依、保护基础持续夯实、文物安全

强力保障、活化利用成效明显。在

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求查找问题

和不足，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全市

历史文化遗产有序修缮、消除隐

患，决不辜负习总书记的重托和

厚望。

会议指出，精心守护好鼓浪

屿文化遗产，既是习总书记的

殷切嘱托，也是我们向世界作

出的郑重承诺。要精心提炼、系

统总结申遗成功三年来的好经

验好做法，充分吸收借鉴国际

先进理念，切实把鼓浪屿“历史

国际社区 + 文化社区 + 文化景

区”的定位，落细落实到保护利

用工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要

坚持改革创新导向，坚持依法

保护，进一步提升科学化、法治

化、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使长效机制更管用，活化利用

更充分，让鼓浪屿之美更可持

续、更有保障，让鼓浪屿的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走进千家万

户。

会议要求，要以迎接世界遗

产大会为契机，统筹提升全市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按照省委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化和自然遗

产保护利用工作部署要求，全

力落实厦门“六个一批”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积极申报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深入挖掘厦门历

史文化价值和特色，构建完善

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断提

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要

坚持“长”“常”结合，健全体制

机制，压紧压实责任，狠抓工作

落实，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

政绩”的科学理念，全面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大宣传引导

力度，确保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取得扎实成效。

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

开之前，市委邀请省文物局局长

傅柒生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上作了《精心守护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历史文脉》主题报告。傅

柒生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敬畏

之心、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优先保

护文化遗产、探索活化利用渠道

等方面，分享了对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蓝碧霞）

本报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30周

年。7月 13日，纪念《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法》颁布30周年暨第二届“侨商

杯”法律知识竞赛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本次活动由中国侨联、全国普及

法律常识办公室主办，中国侨商联合

会、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司法

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法制日报社共

同承办。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1月，在

海内外同步进行。

据了解，活动期间，中国侨联官

网、中国侨网、法制网、中国普法网

将推出活动专题，通过新闻、图解、

动漫、法律问答等形式普及涉侨法

律法规。相关法律知识竞赛将在“中

国侨联普法办”微信公众号和“中国

普法”微信公众号同步推出，竞赛每

周抽奖一次，将累计产生 4000 名获

奖者。竞赛结束后将举行评选表彰

活动。

本报讯 阳光、沙滩、椰

树、微风，红蓝相间的滨海旅

游浪漫线又迎来新客人———

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

7 月 13 日傍晚，厦门路

桥体育与金龙客车签署合作

协议，金龙客车旗下首款商用

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正

式落地环东海域滨海旅游浪

漫线，试乘体验已经率先在特

定的封闭路段展开。从 8月 1

日起，广大游客就可在环东海

域新城“零距离”体验 L4 级

别高度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

的前沿科技。

与此同时，福建首个海岸

赛艇训练基地也正式落户环

东海域新城。厦门路桥体育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滨海旅游

浪漫线的运营单位，路桥体育

未来将依托浪漫线优质的旅

游和水上运动环境，与体育部

门共同推动福建省海岸赛艇

运动发展，而福建省海岸赛艇

训练基地的落地，也有助于进

一步带动城市体育、娱乐、旅

游、生态综合提升。

记者了解到，作为新晋网

红打卡地，滨海旅游浪漫线正

通过越来越多的文化体育赛

事提升环东海域新城气质，

2020 厦门田径公开赛系列赛

的首场赛事“5K夜跑联赛”将

于 8月底在浪漫线开跑；依托

美峰体育公园的优质硬件，篮

球、足球、网球等精彩赛事也

将陆续在新城上演。

（张珺张鹭）

本报讯曾经，这里的

滩涂良田伴着潮涨潮落

见证耕种牧渔的年轮更

替；如今，这里正崛起一

座宜创宜居宜业宜游的

现代化新城，成为厦门极

具发展潜力的重要增长

极。

作为产城融合的新

高地，环东海域新城建设

之初就承载着厦门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任。以银城

智谷、厦门新经济产业

园、美峰科创园、翔安数

字经济产业园等园区为

承载主体的现代产业体

系正逐渐形成。锁定“智”

“创”“云”“医”等关键词，

新城正着力打造国内一

流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新经

济产业高地。

今年以来，环东海域

新城以超常规的力度举

措，加压加力，推动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征地拆

迁提质提速提效。搭准产

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脉

搏，新城指挥部深入贯彻

全市加快建设高颜值厦

门大会的部署，在基础设

施、城市新区、滨海湾区

和产业体系上做文章，找

准高颜值与现代化产业

发展的契合点，推动新城

产城人融合走向深入。

按照计划，环东海域

新城今年将完成固投 565

亿元，新增企业注册资本

金 120 亿元。五年后，新

城计划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2920 亿元，累计

引进企业 500 家以上，注

册资本 500 亿元，计划实

现营业收入 1500 亿元。

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新

城人居环境和公共基础

配套持续优化，是现代产

业链群的基本形成。

“三年来，环东海域

新城固投约占全市的五

分之一，特别是人气商气

正在快速聚集，要不了多

久，这里的公共服务和基

础配套设施将比肩岛

内！”环东海域新城指挥

部常驻副总指挥吴志坚

说，今天的环东海域已成

为厦门城市建设的主战

场，跨岛发展的主阵地和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欧丽洛雅和爱琴

海两大商业综合体项目

建设现场，喧腾的工地车

水马龙，工人紧张有序地

施工。整个项目建成后，

提升的不仅是新城的商

业品质，更将辐射到整个

岛外乃至周边地市。一条

马路之隔的银城智谷一

期即将在 8 月陆续竣工

交付，包括金牌厨柜在内

的一批龙头企业早已把

总部搬进新城。

今年端午小长假，位

于新城的滨海旅游浪漫

线三天接待游客超 20 万

人次。随着独具特色的滨

海高端酒店群建成，环东

海域新城产城人融合态

势将全面形成，成为滨海

风光旅游和闽南地域文

化特色凸显的高颜值现

代化城区。（张珺叶江永）

本报讯 厦门保障房建设再传捷报。7

月 14 日上午，公共租赁房项目浯家公寓首

栋封顶。该项目是厦门重点民生项目，建设

规模较大，计划于今年 10 月完成主体结构

全面封顶，于 2021 年 12 月竣工验收，建成

后将提供公共租赁房 4520 套。

浯家公寓位于翔安南部新城，蓬莱路北

侧、洪钟大道东侧，西侧是轨道交通 4 号线

彭厝北站站点，未来交通出行方便。据悉，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6.18 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 29.6 万平方米。项目将建设 12 栋

33 至 34 层高层住宅，建成后将提供公共租

赁房 4520 套———其中 30 平方米的单身公

寓户型 1320 套，45 平方米的一房一厅户型

3200 套；配建停车位 2646 个，并配套建设

商业、生鲜超市、社区服务中心、一所 12 班

幼儿园等生活服务设施。

为确保这一市重点民生项目按期完工，

建设单位克服疫情影响，在严抓疫情防控的

同时，积极抢抓建设进度。“我们在 100 天内

完成了 16 层半的建设。”安居建设公司浯家

公寓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积极协调各

专业班组的工序对接，采取砌体、抹灰、精装

修三者穿插施工和主体结构施工分段验收

的方式，有效推动项目建设进一步加速。目

前，浯家公寓建设火力全开，项目工地上日

均有 650 多名工人作业。在 7月酷暑之下，

项目部组织工人避开中午高温作业时段，申

请组织夜间施工，保安全、促生产。接下来，

各栋楼将陆续封顶。 （黄语晴洪耘）

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本
环东海域新城今年

将完成固投 565 亿元

第二届“侨商杯”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启动

厦门保障房建设
再传捷报

市重点民生项目浯家公寓

首栋封顶

自动驾驶巴士
将开上滨海浪漫线

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在滨海旅游浪漫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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