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记者从同翔高新城指挥

部获悉，省、市重点项

目———中国移动(福建厦门)

数据中心项目已于近日竣

工。该项目的建成将为广大

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产业服

务载体，吸引更多数字经济

企业落户厦门，并为电子政

务上云提供基础设施。

中国移动(福建厦门)数

据中心投资协议在第二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签署。

项目位于同翔高新城，总投

资 12 亿元，总用地面积 6.6

万平方米，包含两栋数据机

房楼、两栋配电动力中心、

一栋办公楼，具备安装 8000

个通信机柜能力，出口带宽

达 2.8T。

作为闽西南地区最大

的数据中心，中国移动(福建

厦门) 数据中心将和已建成

的软件园三期动漫基地、马

巷数据中心两座数据中心，

构建厦门同城三大数据中

心。此外，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近期也将省内唯一的公

有云节点———移动云省级

节点资源池(福建)一期项目

落户该中心。

目前，中国移动(福建厦

门) 数据中心已成功引入阿

里、腾讯、字节跳动、哔哩哔

哩、金山云、独创、图纪等互

联网企业，以及建发集团、夏

商集团、光大银行、华夏银

行、中信银行、象屿等行业龙

头企业。同时，厦门市税务

局、厦门市政府政务云、同安

区“雪亮工程”等一批政府机

关平台也已正式进驻该中

心，为相关部门节省了机房

建设成本。（陈智明朱为防）

本报讯据中新社报道，厦门海

关 1 月 4 日透露，2020 年共监管中

欧班列 273 列，货物 24112 标箱、

14.24 万吨，货值 62.2 亿元(人民币，

下同)，同比分别增长 17%、36%、

59%、40%，均创历年新高。

2015 年 8 月 16 日，厦门首次

开行中欧班列。5年来，厦门中欧班

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稳定开

行厦门—汉堡(杜伊斯堡)、厦门—

中亚、厦门—俄罗斯三条线路，可达

波兰、德国、匈牙利等 12 个国家 30

多个城市。

厦门海关相关负责人说，过去的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欧

班列成为海运、空运的有力补充。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 3 天假期

中，厦门中欧班列跑出新年“开门

红”。据厦门海关介绍，3 天假期内

监管出口中欧(厦门)班列 3 列，工

业品、服装、生活用品等货物 274 标

箱，货值约 9369.2 万元，发往波兰、

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

厦门是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厦

门中欧班列近年来着力打造向东连

接东南亚地区、向西横跨欧亚大陆

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海关人士称，台

湾、香港地区及泰国、越南、日本、印

尼、印度等周边国家货物通过“海运

+铁路”运输方式，借道厦门完成过

境运输，使得原本需要三四十天的

运输时间压缩在 20 天内。

（黄咏绸郑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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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 月

3 日，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

记胡昌升深入同翔高新城、东部体

育会展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建设现

场，调研推进岛外大发展，并看望慰

问元旦假期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和

值班值守的干部职工。

胡昌升首先来到同翔高新城，实

地察看中航锂电、天马 6代产业项

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质量管

控、安全监管等情况。中航锂电项目

一期已陆续开始设备安装与调试，并

有一条生产线投入试生产；项目二期

于去年底提前动工，三期预计今年一

季度开工。项目有关负责同志说，当

前市场动力电池需求强劲，公司将在

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胡昌升对此表示赞赏，他说，

今年是中航锂电项目建设的关键一

年，要抓住当前施工有利季节，推动

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更好更快抢

抓动力电池行业竞争先机。

天马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

产线项目总投资 480亿，去年动工以

来，已完成近 60%基建工程，预计今

年4月主厂房封顶，8月生产设备进

场安装，明年春节前后点亮，当年实

现量产。节日期间每天有万余名工人

奋战在项目建设工地。胡昌升对大家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还走进安全

体验区和样板展示区，关切询问项目

安全质量管控情况。胡昌升说，越到

岁末年初，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要

一丝不苟盯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细节，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岗

到人到位，确保万无一失。

东部体育会展新城自去年 7 月

正式进场施工以来，以每天 100 根

桩的速度推进，目前新体育中心项

目已完成总桩基数的 90%。放眼望

去，新城建设现场塔吊林立，大批工

程机械车来回穿梭，呈现出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胡昌升被新城

大开发大建设的强劲态势和建设者

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所感染。他指

出，新城火热的建设场景，是厦门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东部体育会展新

城要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打造

百年精品工程、城市地标建筑，更好

惠及民生、服务发展。既要把大自然

馈赠的优美沙滩岸线保护好修复

好，也要把历史风貌建筑有机融入

现代新城规划中。

胡昌升来到环东海域新城的银

城智谷、厦门云谷、美峰创谷，登高

远眺，察看片区规划建设情况。位于

银城智谷的同安第一高楼在元旦前

实现封顶，标志着环东海域新城建

设迈上新的高度。胡昌升希望环东

海域新城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公

共配套等方面再加力、再加速。胡昌

升还询问“两节”期间新城项目管理

安排，他强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减少“两节”期

间人员流动和聚集。要研究出台暖

心措施，做好服务保障，让工人安心

留在厦门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胡昌升还前往翔安区内厝镇，

看望坚守岗位的基层干部，与他们

亲切交谈，感谢他们为辖区疫情防

控和发展稳定作出的贡献，并致以

新年的美好祝福。

市领导黄强、黄文辉、孟芊、黄

晓舟分别参加调研。 （蔡镇金）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 月

4 日，中航锂电 A6 项目现场，分布

于厂房内外的近两千名工作人员，

正为厂房设备安装、调试和全面投

产而忙碌着。从空中俯瞰，这一集研

发、生产、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

化厂区，气势初现。

位于同翔高新城的中航锂电A6

项目，是 2019年厦门市招商大会后

首个落地的百亿元量级的高科技产

业项目。最新数据显示，中航锂电在

国内动力电池领域装机量增速第一，

装机总量排名前三。这一为电动汽车

提供“动力源”的高能级项目，不仅为

厦门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填补

了关键环节，亦将成为厦门新能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元旦期间，工人们依然奋战在

一线，为项目全面竣工量产而努

力。”中航锂电A6 项目负责人彭丹

丽说，面对快速增加的市场需求，项

目从 2020 年第四季度试投产以来，

全力以赴为实现量产争分夺秒。

自中航锂电 A6 项目落地以

来，一股大干快上的力量就在这里

蓄势升腾。项目“成长”之快不仅源

自一线建设者的凝心聚力、奋力拼

搏，更源自厦门市委市政府、火炬高

新区、翔安区等各级政府的倾力支

持、倾情服务。彭丹丽表示，中航锂

电 A6 项目将咬紧目标不动摇，在

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快

的速度全面投产。与此同时，中航锂

电二期项目规划已在进行中。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

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

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意义。过去一年我们共克

时艰、砥砺前行，付出了巨

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这里，厦门市工商联（总

商会）向所有积极参与厦

门经济社会发展、为厦门

这座城市增光添彩的民营

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发

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

险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春

节的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

日趋频繁，疫情传播风险和

防控压力有增无减。根据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关于做好 2021 年

元旦和春节期间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为

保障广大新厦门人及家人

的健康安全，同时也为了促

进厦门经济社会的平稳发

展，在此，我们倡议全市民

营企业：

一、抓好防控不放松。

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性，统筹安排本单

位的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和

职工休息休假工作，坚决守

住冬春战疫防线，巩固防控

成果，全力保障生产企业平

稳运行,为经济社会发展保

驾护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二、弹性休假不扎堆。

结合本单位工作需要和职

工意愿，统筹安排休假，引

导职工错峰出行，减少节

日期间不必要的出行和聚

集；倡导非必要不离厦，就

地过节，做到非必要不返

乡，企业负责人、中层管理

人员带头留厦过节。

三、留厦有爱不孤单。

各企业要主动作为，多措

并举安排好员工留厦过年

相关事宜，积极配合市、区

相关部门开展“送温暖”活

动，关爱留厦过节的职工，

提供更为便利和周到的人

文关怀，用心用爱，让留厦

过节职工感受到在“家”团

圆的温暖。

四、保障权益不打折。

准确把握节日期间职工工

资支付和休息休假法律标

准，合理安排节日期间在

岗工作职工休息休假，按

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和

加班费，力争通过协商和

调解方式及时化解工资纠

纷，共同维护劳动关系和

谐稳定。

致广大厦门民营企业家的一封信

亲爱的民营企业家：

胡昌升调研推进新城建设

中航锂电新型动力锂电池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位于同翔高

新城，将按照行业领先的标准，建设高度智能、绿色环保的先进电池和电

源系统标杆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20GWh的产能。首期项目(即 A6

项目)投资 50 亿元，规划产能 10GWh，已于 2020 年第四季度开始投产；二

期投资 50 亿，规划产能 10GWh，计划 2022 年投产。此外，三期项目正在规

划中。 （林露虹）

项目简介

厦门中欧班列创新高 新年“开门红”

点亮动力源
中航锂电A6项目进入厂房设备安装调试

慰问困难归侨传递温暖关怀

那些载满

华侨华人乡愁的非遗项目

掬水月在手，且听溪岸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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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

2021 年 1月 4日

中国移动（福建厦门）数据中心竣工
位于同翔高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