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銮湾医院主体基本建成。

今年上半年
厦门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 7 月 15 日，陈

嘉庚奖学金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专题会议，审议通过

2020 年度陈嘉庚奖学金拟

录取学生名单。今年，陈嘉

庚奖学金共收到来自泰国、

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

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日

本、肯尼亚 12 个国家 460

份申请，经过层层把关、严

格筛选，最终共有 145 人

（学历生 125 人、语言生 20

人）通过本年度陈嘉庚奖学

金终审。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集美学校委员会主任

张毅恭出席会议，并对奖

学金工作提出要求：要切

实以陈嘉庚奖学金为抓

手，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

弘扬好嘉庚精神，不断扩

大陈嘉庚奖学金在海内外

的影响力，为厦门广泛凝

聚侨心侨力，建设“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重要支点城

市作出应有的贡献；要着

力抓好教育培养，深化新

生代华侨华人留学生对嘉

庚精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了解、认同和热爱，把他们

培养成传承嘉庚精神、传播

中华文化的新生力量，并确

保他们能够学到真正有用

的本领，引导他们切实为祖

籍国和住在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贡献，实现创设陈

嘉庚奖学金的愿景和初衷；

要不断强化工作合力，市委

统战部、集美校委会要支

持、引导基金会继续做好与

各相关职能部门、招生院校

和海内外华侨华人社团之

间的统筹协调工作，进一步

探索完善陈嘉庚奖学金院

校联盟运行机制，促进各

大院校加强沟通合作、共

享工作经验、建立校际交

流联谊平台，合力做好陈

嘉庚奖学金的招生宣传、

择优录取和后续的教育管

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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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总结“十三

五”环评改革典型经验，谋划

“十四五”环评与排污许可改

革思路，近日，生态环境部组

织召开专家视频研讨工作会。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代表在会

上发言，介绍厦门在深入推进

环评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

的创新经验。

先行先试、敢闯敢试，

早在 2014 年，厦门率先开

始了环评审批制度改革的

实践，明确把生态保护红线

融入“多规合一”一张图体

系，将环保辅助决策前移，

将绿色发展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率先

试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

深入落实“严管优服”，优化

营商环境；率先实施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制度，推行环评

差异化管理，提高环评效率

效能……“十三五”以来，

市生态环境局全力落实深

化“放管服”改革要求，一项

又一项改革创新措施，充分

发挥环评制度从源头预防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

用，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绿

色腾飞保驾护航。2018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的通知》正式下发，“厦

门环评审批改革经验”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

坚决扛起生态环保的

政治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

的征程上越战越勇、越走越

坚定———如今，在总结改革

经验的基础上，市生态环境

局主动参与谋划，就全国

“十四五”环评与排污许可

改革提出建议:以环评法修

订为契机，推进建设项目环

评“瘦身”，严格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和管理要求；进

一步明确规划环评法律主

体地位，适当提高规划环评

审查层级，提升规划环评约

束效力；以排污许可管理为

导向，强化排污许可证与环

评审批的融合对接，探索实

施排污许可“一证式”管控。

下一步，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市生态环境局将

继续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

心，推动环评审批制度改革

朝纵深推进，切实建立起更

系统化、精细化、科学化的环

评管理机制，为厦门的绿水

青山筑牢安全屏障，为高质

量绿色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许晓婷王玉婷王润地）

本报讯记者 7 月 18 日从厦门市

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厦门 104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计划投资 235.7 亿

元，实际完成投资 333.5 亿元，完成同

期投资计划的 141.5%，超同期投资计

划 97.8 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59.6%，圆满完成“双过半”任务。

从年度投资完成情况看，马銮湾

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工程、同翔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工程、轨道交通工程、

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西通道等 92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提速增效、超额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50%。

从开竣工情况来看，各要素保障

部门、项目责任单位协同配合、并联推

进，加快前期工作进度，力促金鹭硬质

合金、天马第6代生产线2个项目按时

开工，海西股权投资中心及科技企业孵

化基地、宸鸿科技手机触控项目、通富

微电子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一期)、士

兰化合物半导体等4个项目如期竣工，

为厦门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上半年，省重点产业项目实际完

成投资106.7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20.6%，超同期投资计划18.2亿元。

●海西股权项目、通富微电子集

成电路项目已基本建成；宸鸿科技手

机触控项目已完成厂房竣工验收；天

马第 6 代项目全面开展桩基施工，全

力推进主厂房建设。

●上半年，56个省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实际完成投资198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62.5%，投资环比增长56.5%。

●4个轨道交通项目(2、3、4、6 号

线)完成投资 60.8 亿元；翔安水厂二

期工程 1-6 月完成投资 1.3 亿元；保

障性安居工程洋唐三期一标段主体

结构封顶，精装施工完成 52%。

●上半年，省重点在建社会事业

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29 亿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 95.8%，预计三季度可

提前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完成部分

土地征收工作，基坑建设第一阶段土

方开挖完成；马銮湾医院主体基本建

成，正进行门诊楼、病房楼等建筑内

外部装修。 （刘艳）

6 月厦门工业用电量
比增 13.46%

1 月至 6 月全市累计用电量、

工业用电量首次实现正增长
本报讯 电力是经济的“晴雨表”，今年上半

年全市用电量特别是工业用电量强劲复苏。国

网厦门供电公司近日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6 月厦门全市全社会用电量 29.2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2.9%，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3.46%,1 月至 6 月全市累计用电量、工业用电

量首次实现正增长。

透过用电数据可以看出，厦门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加快，经济形势企稳向好，企业运营信心

稳定。根据电力大数据分析，在各类优化营商环

境、增产增效措施以及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等政策带动下，工业企业达产满产面不断扩

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用电稳步回

升，新增项目、新兴产业持续提速，工业用电呈

现快速增长势头。以千亿产业链群为例，6月用

电增速排名前三的产业链分别为生物医药与健

康、现代都市农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增速

分别为 18.34%、18.15%、15.93%。1 月至 6 月累

计用电增速排名前三的产业链分别为生物医药

与健康产业、现代都市农业、半导体和集成电路

产业，增速分别为 10.03%、9.84%、6.26%。

“目前，我们正全力开展迎峰度夏保供电，

厦门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供电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供电公司加快开工 8

个 110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规模创历史纪

录，全面投用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值得一提的

是，为保障全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今年以来

供电公司全面落实助“六稳”、促“六保”各项举

措，坚决贯彻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

策，以最快速度、最有力行动，将政策红利落实

到每一个电力客户，预计全年将帮助 18.16 万

户客户减免电费 5.5 亿元。 （刘艳）

厦门首个跨省旅游团发出
前往四川

本报讯 7 月 21 日，福建正式恢复跨省团

队旅游的利好消息一传来，厦门早已做足准备

的旅行社、景区纷纷行动起来，迎接旅游业的重

启，厦门首个跨省旅游团也在当天下午出发前

往四川。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文旅厅 21 日印发

《关于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业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福建自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

企业经营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票 + 酒

店”业务，所有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由原

先的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提升至 50%。

当日下午，中国国旅(厦门)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发出厦门首个跨省旅游团，组织 40 名游客

前往四川旅游。17 点 10 分，游客们乘坐

MF8497 航班，从厦门飞往四川泸州，落地后将

游览九寨沟、都江堰等景点，开启为期 6 天的行

程。

随团导游吴亚明告诉记者，为了保障游客

的出行安全和游玩质量，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

的防疫准备，提前准备好了口罩、洗手液、消毒

酒精等必备的防护用品，团队行程也以室外景

点为主，并将严格按照景区防疫要求进行参观

游览。用餐方面也将采用“分餐制”和“公筷制”。

（吴君宁）

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视频会，厦门介绍环评审批制度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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