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 9 月

14 日，记者从厦门港口管理局获

悉，今年 8 月，厦门港集装箱吞吐

量完成 104.36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1%，实现连续 5 个月单月破百

万标箱，1 至 8 月，厦门港集装箱

吞吐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位于海沧港区的嵩屿集装

箱码头，是目前厦门港远洋航线

的核心港区。今年前 8 个月，嵩

屿集装箱码头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 105 万标箱，同比增长约 15%，

增幅高于全港平均水平。得益于

国际中转业务的持续向好，今年

1-8 月，仅这项业务就为码头贡

献了 23 万标箱的箱量；同时超

大型船舶的常态化靠泊，也进一

步助力箱量增长。

嵩屿集装箱码头只是厦门全

港集装箱业务的一个缩影。数据

显示，今年 8 月，厦门港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 104.36 万标箱，同比增

长 3.91%，连续第 5 个月单月突破

一百万标箱。今年 1-8 月，全港集

装箱累计吞吐量为 801.12 万标

箱，同比增长 9.6%，创历史同期新

高。

此外，以“丝路海运”命名航线

的船舶，集装箱吞吐量也创历史同

期新高。今年 1-8 月，厦门港 55

条以“丝路海运”命名航线累计开

行 1466 个航次，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 165.36 万标箱，同比增长

18.67%。除集装箱业务外，厦门港

货物吞吐量也保持稳定增长。今年

8 月，全港货物吞吐量为 2039.29

万吨，同比增长 8.19%；今年 1-8

月，累计吞吐量为 1.51 亿吨，同比

增长 14.74%。

值得一提的是，8 月份厦门港

集装箱吞吐量再次实现“单月破百

万”，是在口岸防疫举措进一步收

紧的情况下实现的。目前，厦门港

启用一线作业人员集中管理等举

措，严防疫情输入，始终保持人员

“零感染”，确保港口整体有序运

转。 （高金环）

厦门港连续 5个月
单月集装箱吞吐量超百万标箱

赵龙主持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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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9

月 14 日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赵龙主持召开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会议，并与各区视

频连线，进一步研究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赵龙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

控，全面动员、奋力作为，举全

市之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歼灭战，还厦门老百

姓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稳

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市长黄文辉，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东，市政

协主席魏克良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

当，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抗疫斗争

中去，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疫情

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防控的紧迫

性、艰巨性，保持高度警觉，决不

能有任何盲目乐观情绪、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坚决果断采取有效

措施遏制疫情扩散。要坚定必胜

信心，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

强领导，有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

持，有国家工作组的精心指导，有

全市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共同努

力，我们一定会早日取得这场抗

疫斗争的全面胜利。

会议要求，各指挥系统要保

持全面畅通，实行扁平化管理，强

化协同作战。指挥部各工作组要

充分用好被赋予的相机决断权

力，主动、果断开展工作，推动防

控形成最大合力。要科学研判和

准确把握疫情发展趋势，落实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按照封控区、管

控区、防控区要求，分类采取措施

精准防控，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

效果。

会议强调，要突出一个“快”

字，以马上就办、雷厉风行的作

风，与病毒赛跑、与时间赛跑，争

分夺秒抓紧抓好隔离管控、核酸

检测、流调溯源、重点场所管理、

医疗救治等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确保以最短的时间掌握情况、控

制局面、争取主动、完成任务。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

格执行各项部署要求，特别要严

格落实好市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

第 7号通告要求，推动各项防控

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每个企业、

每个村居、每个家庭、每个人，该

封闭的要坚决封闭，该管控的要

管控到位，该防范的要强化防控

措施，决不允许在落实上打折扣。

要强化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

加强督导检查，对不作为、慢作

为、敷衍塞责，影响疫情防控的，

要严肃追责问责。

会议强调，防疫工作一定要

实而又实。下沉到区里的市领导

要直奔一线、靠前指挥，帮助查找

问题、解决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

领导要一竿子插到底，到街道、社

区一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

带领群众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

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要坚持

全市一盘棋，加强对同安等防疫

任务繁重区的指挥调度，抽调精

干力量支援，确保夺取疫情防控

斗争全面胜利。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直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

议。 （蔡镇金）

全市统一战线成员：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复杂

严峻，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在此向全

市统一战线成员倡议如下：

一、凝聚思想共识。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密

切跟踪全市疫情防控进展和趋势，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汇聚形成统一战线抗击疫情的

强大合力，坚决把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竭尽全力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强化使命担当。充分发挥

统一战线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围

绕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建诤言献良

策，助力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要充

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

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及

时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矛盾；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医卫工作成员的专

业优势，立足岗位，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积极投身防控工作，为我市

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三、坚持群防群治。积极响应

党委、政府号召，切实按照《厦门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1〕第 7 号通告》的要求，服从

有关安排，配合做好工作，汇集起

群防群治的强大力量。坚持正面发

声引导，主动帮助身边的市民群众

了解疫情动态，开展卫生健康防控

知识宣传，共同筑牢人民群众的健

康防线；自觉做疫情防控的模范践

行者，积极劝导家人和周边群众保

持高度警惕，不组织不参与聚餐，

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提升自我防护

能力。

同心同行，无惧风雨。让我们

坚定信心、团结起来，携手共抗疫

情，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歼灭

战！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简称“投洽会”)

9 月 11 日圆满落幕。纵观整

个投洽会举办脉络可见，在

疫情阴霾下，此次投资促进

盛会把脉国际投资新风向，

有力释放中国投资好声音，

令全球投资信心为之一振。

历时四天的本届投洽

会，吸引全球 90 多个国家

和地区、820 多个工商经贸

团组、4900 多家企业 (其中

包括 110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和跨国公司)、约 5万名客

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展

参会。大会期间共有 512 个

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协议总

投资额达 3920 亿元人民

币。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投洽会

一直坚定地为各国搭建深

入沟通、合作共赢的投资促

进大平台，共享国际投资新

机遇，释放出中国进一步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

信号，凝聚起推动世界双向

投资复苏增长的共识。

作为投洽会重头戏之

一，国际投资论坛以“新发

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

为主题，邀请印尼、菲律宾、

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多国政

要和部长级官员、国际组织

领导人、知名企业家和专家

学者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国

际经济趋势和走向，与世界

各国分享中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发

展红利，格外引人注目。

投洽会支持鼓励中国企

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

大会期间，“助力高质量发

展，服务新发展格局”研讨

会暨《中资企业国别发展报

告(新加坡、俄罗斯、德国、尼

日利亚、日本篇)》发布会邀

请外方投促机构、国内地方

政府代表及智库专家等，共

论中企与驻在国投资合作，

为中企“走出去”引航。

“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拓

展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本届

投洽会上得到体现，中国巨

大的消费市场和不断增长

的投资实力成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新机

遇。本届投洽会设立“丝路

海运”主题展馆，展示丝路

国际合作和福建“海丝”核

心区建设成果，积极探索

“一带一路”合作新模式。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

与大会同期举办，并配套举

办金砖五国 MOU 投促机

构圆桌交流会、2021 金砖投

融资论坛等多边活动，助力

金砖各国在经济、贸易、投

资、产业方面的务实合作。

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

坛迄今已成功举办15届。商

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会上表

示，将继续推动两岸产业合

作，为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

展机遇创造更好的条件，推

动两岸经贸合作行稳致远，

更上一层楼。（杨伏山龙敏）

第二十一届投洽会圆满落幕
5万客商赴会觅商机———致全市统一战线成员的倡议书

致在厦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侨胞的一封信

厦门经济特区始于侨成于侨（上）

厦门市菲律宾归侨联谊会

和泰国归侨联谊会

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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