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6 月 2

日至 4 日，由全国政协常委、世茂

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侨商联合会

会长许荣茂率 70 余人组成的中国

侨商联合会考察团，在厦门开展考

察对接活动。6月 3 日，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龙会见考察团一行。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

副市长林建与考察团一行座谈，共

话合作与发展。中国侨联经济科技

部副部长、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夏付东，省侨联副主席翁

小杰参加座谈。座谈会上，市商务

局、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市科技局分

别就投资环境、产业重点、科技创新

及生物医药发展等方面进行推介。

张毅恭表示，中国侨联、中国

侨商联合会历来支持厦门经济社

会发展，考察团专程到厦门洽谈对

接侨商投资项目，重点关注聚焦数

字经济、海洋经济和绿色经济等产

业，期待他们在厦门找到合适的投

资发展项目。

许荣茂表示，厦门营商环境良

好，有诸多优惠政策。希望考察团

借这次机会，增加对厦门的了解，

把侨商的优势、资源与当地资源紧

密结合，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侨商力量。

在厦期间，考察团兵分四路参

观考察观音山总部经济聚集区、厦

门火炬高新区等，深度了解厦门市

优越营商环境和建设成效。参加考

察的侨商纷纷表示，将发挥人脉资

源优势，帮助厦门引进更多的大项

目、好项目，更多的资金、技术、人

才。

据悉，中国侨商联合会与福建

省政府拟于 8 月在福州举办首届

“中国侨商投资（福建）大会”。为此，中

国侨商联合会计划组织多批次侨商、

科技专业人士来闽对接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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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

道 6 月 7 日，第二季度全省

重大项目视频连线集中开

工，厦门市 28 个项目列入其

中，总投资 259 亿元，涵盖产

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

域，具有质量效益优、社会效

应好、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其

中，产业类项目 13 个，总投

资约 142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约 23 亿元；基础设施类项

目 10 个，总投资约 65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约 17 亿元；社

会事业类项目 5 个，总投资

约 5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4亿元。

马銮湾物流功能区一期

项目作为厦门市代表项目参

与全省视频连线。该项目总

投资 80.2 亿元，主要建设德

邦(厦门)智慧物流产业园、象

屿东南智慧供应链产业园等

重点物流项目，是全国第四

大物流园区。项目建成后，将

通过多要素聚集、区域协同、

产城融合，充分发挥海、铁、

公多式联运优势，推进厦门

市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据介绍，厦门市列入

此次全省集中开工的产业

类项目中，制造业占多数，

包括一批智能制造项目。二

季度厦门市大力推动海翔

大道(公铁立交 - 香山段)、

新机场东进场路(环嶝路 -

航站楼段)、湖边水库东片

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同安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新建、改

造、提升。位于集美的西滨

安置房、苎溪高中，以及位

于翔安的保障性住房东园

公寓、翔安职业技术学校新

校区、市头中学，作为厦门

市社会事业类项目列入二

季度全省集中开工。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除

了 28 个省级重大项目外，

第二季度厦门市还将集中

开工 107 个 2000 万元以上

的市级项目，总投资约 364

亿元。这些项目集中开工建

设，将对厦门市产业转型升

级、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生

态环境优化、民生福祉增进

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

今年厦门市在建省重点

项目 111 个，目前已完成投

资 374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的 59%。厦门市列入一季

度全省集中开工的 30 个重

大项目，截至 5月底已完成

投资 27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的 49%。 （张玲玲）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未来，厦门市每一栋历史

风貌建筑都将拥有自己的

“数字化测绘档案”，这是近

日记者从市资源规划局获悉

的。

从去年开始，市资源规

划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积极

探索数字化测绘建档技术路

线，组织开展历史风貌建筑

保护名录三维建库（一期）项

目建设工作。该项目综合运

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和基

于极速智能三维激光扫描系

统的测绘新技术，对思明区

以及集美区的 14 处历史风

貌建筑进行“三维化”的测绘

建档与实景三维重建工作。

据了解，传统的建筑测

绘主要采用全站仪、皮尺、铅

垂线等传统测绘工具完成外

业数据采集，需要搭建脚手

架，作业效率不高，文物的细

节信息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且容易对文物造成损伤。而

数字化采集新技术只需花费

传统测绘四分之一的时间，

采集数据精确至毫米，几乎

可以做到不重不漏，极大地

提升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

性。

也就是说，运用新技术，

将高效率、高精度、高完整度

呈现厦门历史风貌建筑的文

化价值和风貌特色。目前，厦

门已形成 14 处历史风貌建

筑的三维数字化测绘成果，

这将助力历史风貌建筑的维

修保护，并为活化利用、历史

文化资源分类管理等工作提

供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市资源规划局指出，未

来还将通过微信小程序等互

联网渠道，将测绘形成的历

史风貌建筑实景三维，集成

历史风貌建筑的全景影像、

历史风貌建筑数字档案对公

众开放，提高公众对历史风

貌建筑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袁舒琪）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6 月 5

日—7 日举办的第二届厦门防灾减灾

与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览会上，厦门星

座卫星应用研究院（以下简称“星座卫

星”）携最新遥感卫星技术亮相。记者了

解到，星座卫星作为厦门市第一颗城市

定制卫星“厦门壹号”的技术团队，将为

本市提供遥感卫星定制化城市服务。

据悉，厦门市第一颗城市定制遥感

卫星“厦门壹号”，最快有望于今年 10

月送入太空，提供定制化城市服务。星

座卫星将以“厦门壹号”卫星为开端，在

不久的将来发射 108 颗卫星，形成服务

城市发展的“星座”。

展会上，星座卫星展示的APHIS 高

光谱成像仪和卫星定制服务成为关注焦

点。据星座卫星联席CEO、技术总工祝青

介绍，APHIS 高光谱成像仪是一套由高

质量、经过全面测试的组件高度集成而

得的复杂系统，在空间分辨率、波谱范围

和波段数目等成像技术参数上都具有相

当优势。届时，“厦门壹号”携带的高光谱

成像仪，将可接收 300个波段的图谱信

号，提供农业调查、高光谱植被病虫害检

测、水体环境监测、水质监测云平台等多

维度应急管理产品和服务。 （吴君宁）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6月8日，2021厦门工业博览

会暨第25届海峡两岸机械电

子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工博

会）开幕，650余家企业带着

先进设备前来。

此次展会四展联动，厦

门智能制造展、厦门环保及

流体机械展和厦门轨道交

通、智慧物流暨工程机械展

也同期启动。参展商包含了

众多工业发达地区的国际知

名企业，如松下焊机、山崎马

扎克、沙迪克、埃恩斯等。同

时，国内制造业领军企业如

北京精雕、大族激光、扬力集

团等也连年参展，展示国产

高端设备。

今年工博会首设停车、交

换电专区以及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示范应用展区。停车、

交换电专区展览范围包括智

慧停车管理系统及技术、停车

场智能收费管理系统、机械式

停车设备及配件、泊车机器人

等。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

应用展区专区吸

引了厦门金龙旅

行车有限公

司、厦门航

天思尔特机

器人系统股

份公司

等已登

上福建

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名单

的企业参展。 （陈翠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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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外华商“一带一路”

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在厦举办

2 版

4版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6 月

5 日至 6 日，全国台联党组书记、

会长黄志贤带领台湾省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来厦调研。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赵龙会见了黄志贤一

行，省市领导严可仕、陈家东、刘绍

清、林建分别参与会见或陪同调

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调研了

海沧区颜思齐开台文化公园、两岸

同名同宗村青礁村院前社、厦门中

坤化学有限公司、全国台联授牌成

立的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

交流基地、海峡两岸（厦门）直播电

商产业合作园区等，深入了解厦门

市对台交流合作情况。

调研组对近年来厦门市积极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取得

的显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厦

门着力在“新、实、通、融”上下功

夫，先行先试，亮点纷呈，厦台各领

域交流合作保持良好态势，对台战

略支点作用日益凸显，厦门已经成

为对台工作的重要桥梁纽带。

调研组建议，作为因“台”而设

的经济特区，厦门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执

行党中央对台决策部署，积极发挥

对台区位优势，在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努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环境。要坚持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加

强交流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完

善保障台湾同胞合法权益和在大陆

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为广

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创造更加广

阔的空间，全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

的第一家园。 （詹文）

赵龙会见黄志贤一行

侨心

———忆父母亲黄瑞成与林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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