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位于环东海域新城滨海

西大道西侧，总投资 42 亿

元的厦门智能创新中心 11

月 26 日正式动工。该项目

不仅是环东海域新城近年

来投建的总投资最大单体

工程项目，也是厦门最大的

智能创新项目。

26日上午，第四季度全

省重大项目视频连线集中开

工活动举行，厦门智能创新

中心作为厦门代表项目参加

全省视频连线集中开工。

据悉，厦门智能创新中

心占地 8.78 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47.5 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 7 栋高层建筑，涵盖众

创空间、孵化基地、总部办

公用房和区域性集中商业

配套等。

“开工仪式以后，项目

马上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我们将狠抓施工安全、质量

和进度，争创精品工程，力

促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

用。”环东海域新城指挥部

工程建设部主任陈龙津介

绍，整个项目预计于 2022

年起陆续完工，2024 年上半

年全面建成。项目投用后，

将发挥“智慧、生态、绿色、

开放”的现代产研融合示范

平台作用，打造成辐射全国

的现代化智慧典范产城园

区，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

150 亿元，实现年度利税约

5亿元。

对于环东海域新城来

说，智能创新中心项目的开

工也为明年及十四五期间

的固投打下坚实基础。“42

亿元的建设体量，这在新城

的重点项目建设中是少有

的，对新城明年固投的带动

作用相当明显。”环东海域

新城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

吴志坚介绍，作为跨岛发展

的主阵地，环东海域新城正

在抓紧谋划新项目，为新城

后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张珺卢漳华叶江永）

厦门最大智能创新项目开工建设

新闻链接

三个“首次”创新厦门政党协商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李宗阁）

11 月 24 日下午，厦门市侨

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

市委有关人事任免决定，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施志勇宣布市委决定：陈俊

泳任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党组书记，提名主席人

选；林中英任厦门市归国华

侨联合会党组成员，提名副

主席人选；洪春凤任厦门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免去厦门市

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职务。施志勇还介绍

了人事任免有关情况。

张毅恭对侨联新班子

和侨联工作提出要求：要不

断提高服务中心大局本领。

团结凝聚侨界力量，发挥侨

联独特优势，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积极投身经济

发展、疫情防控、招商引资、

爱心厦门等重大任务；坚持

做好侨界思想引领，宣传

好、弘扬好“嘉庚精神”。要

建设和谐“侨胞之家”。加强

班子建设，新班子要加强团

结磨合，带好头、做表率，团

结带领归侨侨眷和广大海

外侨胞，凝聚共识合力；切

实加强侨联组织的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推动“两个

建设”，织好“两张网”，建好

“两项机制”，用好海外华侨

华人厦门联络总部平台，做

好为侨服务和“惠侨暖侨护

侨”工作。

陈俊泳、林中英、洪春

凤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会议由市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何秀珍主持，市侨

联副主席邓飚、秘书长杜瑞

田，市委统战部干部处处

长、一级调研员戴福明等参

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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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1

月 26 日，第四季度全省重大项目

视频连线集中开工，厦门市有 29

个项目列入其中。市领导陈秋雄、

黄强、朱子君、孟芊参加厦门分会

场开工活动。

市委市政府将 2020 年确定

为“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攻坚

年”，把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增

后劲，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每个季度

都推动省市级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对促进经济稳定恢复起到重

要作用。第四季度集中开工的重

大项目，代表了厦门抓招商、抓项

目的最新成果。当前，全市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谋划和推动厦门市“十四

五”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聚焦加快发展现代

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聚焦推

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谋划生成更

多好项目大项目，吸引更多优质

生产要素集中集聚，形成有效高

质量投资，为“十四五”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

据了解，第四季度厦门集中开

工的 29 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

221 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9 个，基

础设施项目 7 个，社会事业项目

13 个。集中开工现场为位于同安

区的厦门智能创新中心，该项目总

投资 42 亿元，规划建筑面积 47.5

万平方米，聚焦发展云计算、人工

智能、智能家居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智慧产业。项目投用后，将发挥

“智慧、生态、绿色、开放”的现代产

研融合示范平台作用，打造现代化

智慧典范产城园区。

除了 29 个省级集中开工项目

以外，第四季度厦门还有 78 个投

资规模 2000 万元以上市级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 218 亿元，项目涵

盖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

域。 （蓝碧霞）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1

月 26 日,厦门召开 2020 年全市平

安建设（综治工作）情况通报会，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伟华，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出席并讲

话，市政协副主席陈昌生及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参会。

会上，李伟华感谢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厦门平安

综治工作建言献策及所做出的努

力，希望各界一如既往支持各项平

安建设工作。他指出，明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全市平安综治工作

将持续完善平安建设机制，整合各

责任单位力量，开展基层平安创

建、行业平安创建、单位平安创建

等活动，提升共治共建共享水平。

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聚焦最具安全感城市建设

目标，全面深化主动创稳，持续破

解难题，全力打造具有厦门特色的

社会治理亮点品牌，努力为人民群

众创造安业、安居、安康、安心的良

好环境。

张毅恭要求，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围绕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

力水平，紧盯平安厦门建设目标，

强化使命担当，广泛凝聚共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形成平安建设的强大

合力。

其间，与会人员参观了厦门市

反诈骗中心并听取经验介绍，还就

进一步推进厦门平安建设（综治工

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柯恺筠）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厦门召开

厦门法院工作情况通报会，向各民

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

士通报 2020 年全市法院工作情

况，并听取意见建议。此次通报会，

是市委首次将法院工作情况通报

作为部门层面的协商，纳入厦门

“6+3+X”政党协商制度化安排。

会议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毅恭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成全通报工作情况。市政协副主

席、民盟市委主委陈昌生，市政协副

主席、民建市委主委黄世忠，民进市

委主委吴丽冰，致公党市委主委徐

平东，台盟市委主委、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紫萱，市工商联主席柯希

平等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

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此次会议

在厦门政党协商会议固定参会对象

的基础上，首次邀请了部分担任市

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民主党派

成员参加会议，参会人员共计 43

人，扩大了知情参政范围。

通报会前，参会人员参观了诉

讼服务中心，了解厦门法院在大陆

首创法庭义工以及全国首个市级

诉非联动中心等工作情况。这是市

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市委政党

协商平台，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走进法院”。

王成全重点从疫情防控和案

件办理双胜利、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优化法制营商环境等九个方面

通报了年度全市法院工作情况。各

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围绕加强《民法典》宣传教育，

引入专家证人制度，优化涉台港

澳、涉外案件审理工作，深入推进

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完善常态

化破产重整机制等方面对法院工

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张毅恭在讲话中指出，厦门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根据

新时代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

发挥各自界别优势、组织专家学者

深入调查研究，为厦门法院工作提

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助力法院工

作上新台阶。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

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依法治国

观念，向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正

面宣传近年来厦门法院工作情况，

积极传播汇聚正能量，协助党委政

府做好协调关系、增进团结、维护稳

定的工作。要运用好民主党派“直通

车”渠道，积极为厦门法治建设反映

情况、争取政策支持，继续为法院工

作鼓与呼，厦门市委携手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建设。

王成全表示，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走进法院调研座

谈，这既是政党协商制度在厦门的

生动实践，也是人民法院自觉接受

监督、听取意见建议、回应社会关

切的重要途径，对于人民法院及时

发现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

（总商会）党组书记陈永东，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曾庆军，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郑一琳、吴丽雪、傅远平、

廖惠敏参加会议。

持续提升全市平安综治工作

致公党厦门市各基层组织完成换届

“中国人中国心”

思明侨界书画展在厦开幕

缅怀老侨领庄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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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还有 78 个投资规模 2000 万元以上市级项目开工

厦门市侨联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领导任免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