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位于湖里区，高崎机场以南，鼻子沟

及高崎道围合区域。按照设计，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

为 20 万吨 / 日，远期规划总规模为 50 万吨 / 日，主要承担湖里

东、西片区的污水处理。 （吴海奎）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社长 /总编：林希 责编：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78号华建大厦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256号 -260号 3号厂房）印刷经营许可证号：闽（2020）印证字354400017号 定价：99元 /年

总第 期
2021年第 8期

2021年 3月 5日 本期 8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CN-35（Q）第 000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厦广 2010003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2 日，2021 年第一季度全省重大项

目视频连线集中开工，厦门市有 30

个项目列入其中。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赵龙，市委副书记陈秋雄等在厦

门分会场参加开工活动。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是福

建、厦门“十四五”开局启动的首批项

目，涉及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基础设

施和重大民生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导向性、引领性。当前，厦门市

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并深度融

入新发展格局，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扎实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

实”活动，紧扣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超越主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

快重大项目建设，谋划生成更多强基

础、增功能、惠民生、利长远的好项目

大项目，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

多优质生产要素集中集聚，形成有效

高质量投资，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以“开门红”的优异成绩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据了解，厦门第一季度集中开工

的 30 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约

238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10个，基础

设施项目 7个，社会民生项目13个。

集中开工现场位于翔安区的中航锂

电厦门二期，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

规划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拟建设

高度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动力锂电池

和电源系统产业基地，预计年产能

100亿瓦时、年产值80亿元。项目投

用后，将提高厦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水平，为进一步引进新能源整车制

造企业、延伸高端价值链、构建富有

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打下基础。

除了 30 个省级集中开工项目

外，第一季度厦门还有 72 个 2000

万元以上市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

资 342 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基础设

施、社会民生等领域。

市领导林文生、黄文辉、黄燕

添、黄晓舟、林建、陈育煌参加开工

活动。 （蓝碧霞李晓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2 月

26日，厦门全市统战部长会议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和

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 2020

年工作，部署 2021年任务。厦门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出席。

会议指出，2020 年，全市统一战

线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抗

疫大战大考中展现担当作为，凝心聚

力为高质量发展超越贡献智慧力量，

弘扬嘉庚精神打造厦门特色品牌，统

战各领域工作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2021 年，全市统战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主线，以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为重点，以进一步发挥

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为目标，

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按照

全国、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和省委、市

委常委会等部署要求，着力抓思想

引领、抓服务大局、抓风险防范、抓

能力提升，推动统战工作守正创新、

提质增效，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黄琬钧）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上市企业 2020 年报的

预报或快报相继出炉，从

数据看，虽然去年各行各

业普遍受疫情影响，但厦

门电子信息、金融、消费等

领域的不少企业积极转危

为机，把握机遇，调整战

略，在逆势下实现高增长。

去年网宿科技境内和

境外的传统业务稳步发

展，继续保持了规模优势

和行业领先地位，其刚公

布的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2020 年归母净利润为 2.1

亿元到 2.7 亿元，同比增长

508.99%到 682.98%。随着

5G、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不

断发展，网宿科技及时调

整发展战略，将CDN平台

云化演进到边缘计算平

台，让用户在网络边缘获

得快速、智能且安全的体

验；打造企业“专有云+安

全”整体解决方案，助力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

企业网络连接和安全访问

整体方案，覆盖云及数据

中心的主机安全、内容分

发安全(网盾）等，取得了不

错的效益。

科华数据（曾用名科

华恒盛）刚刚被确定为腾

讯定制化数据中心项目

的中选单位，日前，其董

事会秘书林韬在接受机构

调研时透露，2020 年度公

司净利润预计为 38325.32

万元-43504.42万元，同比

增长 85%-110%。据介绍，

目前科华数据在北京、上

海、广州已建成 7大数据

中心，在全国十多个城市

运营 20 多个数据中心，拥

有机柜数量约 3 万架，形

成华北、华东、华南、西南

四大数据中心集群，全面

支撑通信、互联网、政府、

金融、教育等不同行业的

信息化建设，入驻客户包

括腾讯、京东、百度、华

为、金山、快手等众多知

名企业。

此外，瑞达期货、吉宏

股份、宏发电声、美亚柏

科、金牌厨柜、安井食品

去年业绩也都实现亮眼

增长。 （李晓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3月 2 日上午，位于

同翔高新城的中航锂电

厦门二期项目现场，随着

一声令下，多台挖掘机隆

隆作响，驶向作业点，施

工队伍当即投入到紧张

施工中。

这是 2021 年第一季

度全省重大项目视频连线

集中开工活动的一幕。作

为厦门集中开工视频连线

项目，中航锂电厦门二期

项目总投资 50亿元，规划

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计

划建设高度智能化、绿色

环保的动力锂电池和电源

系统产业基地。项目投用

后，将提高厦门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水平，为进一

步引进新能源整车制造企

业、延伸高端价值链、构建

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

系打下基础。

开春以来，火炬高新

区、同翔高新城吹响项目

建设“集结号”，全力促进

项目早开工、早见效。今

年一季度，火炬高新区、

同翔高新城开工项目共

有 12 个，总投资额超 81

亿元，其中包括 6 个产业

项目，6 个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

6 个产业项目分别

是：中航锂电厦门二期、

得佳胜工业厂房及配套

设施、同业楼二期项目、

同翔通用厂房二期、海辰

锂电研发及智能制造项

目和厦门软件园三期 I05

地块。项目涉及新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等多个高

新技术领域，将为厦门产

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6 个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分别是：厦漳泉区域气

象中心工程（二期）、内田

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同

翔高新城白石山山地公

园一期工程、同翔高新城

同安起步区三期第一批

场地平整工程、新厝小

学、布塘小学。这些项目

将助力完善火炬高新区、

同翔高新城园区配套，推

动产城人融合发展，进一

步提升招商引资吸引力。

（林露虹管轩智明李舜）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2 月

28 日，厦门污水处理设施高质量高

标准建设取得“开门红”：高崎污水

处理厂一期工程主体结构顺利封

顶，为该项目实现今年 6月通水的

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位于

湖里区，高崎机场以南，鼻子沟及高

崎道围合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距

离项目一步之遥，就是碧波荡漾的大

海。按照设计，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建设规模为20万吨 /日，远期

规划总规模为50万吨 /日，主要承

担湖里东、西片区的污水处理。该项

目是实现本岛晴天污水“零排放”的

重要工程，建成后将极大缓解片区污

水处理压力，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据介绍，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工

程由厦门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开发公

司代建，北京城建集团施工，项目工

期紧、任务重、标准高，1600 余名建

设者们团结一心，克服了高温酷暑、

海边风大、航空限高等不利因素，日

夜奋战、春节假日不停工，用实干和

拼搏，拼出了项目建设成效。相关负

责人表示，主体结构封顶后，该项目

将开展大面积设备安装、二次结构施

工、装修施工等，预计今年 6月实现

通水，今年底全面投用。厦门城在海

上、海在城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事

关高颜值的生态环境和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在

各相关部门和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

力下，仅在 2020年一年间，厦门就实

现了同安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海沧

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西柯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马銮湾再生水厂一期工

程、前埔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等五座

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项目通水，新增

污水处理能力超50万吨 /日，创下

历史纪录。

市污水处理设施高质量高标准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市市政园林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厦门生活

污水处理率达 100%，不过，随着城

市快速发展、人口集聚增长和水环

境治理深入推进，厦门加快推进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势在必行。当前，厦

门正全面推动一批污水处理厂建

设，预计到 2022 年底，全市污水处

理能力将达每天 200 万吨以上，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实现翻倍，为建设

高颜值厦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多家厦企逆势高增长

高新技术领域
吹响项目建设“集结号”
火炬高新区、同翔高新城一季度

开工 12 个项目，总投资超 81 亿元

一季度还有 72 个投资规模 2000 万元以上市级项目集中开工

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主体结构封顶
是实现本岛晴天污水“零排放”的重要工程

高崎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封顶。（林铭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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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抗疫侨胞刘丹蕻：

成功离不开嘉庚精神的熏陶

陈嘉庚投身人民政协

银针气功寄丹心

匡世济民兴中医
记原厦门市中医院院长、

越南归侨陈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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