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记

者从厦门市市政园林局获悉，厦

门南北向健康步道景观提升二

期工程（以下简称“二期工程”）

已经动工建设，预计明年“五一”

前开放部分路段供市民体验参

观，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

据了解，二期工程全长13.3公

里，北起东坪山水库、南至环岛南

路，沿线串联东山社、东坪山社、曾

厝垵3个区域和重要景点，将新建

步道系统对沿线景观进行提升。

待工程完工时，市民漫步于此，既

能欣赏风过林海的山间秀色，又

能领略环岛海滨的落日余晖。

此外，二期工程新建服务点

共计 20 处，其中包括 11 处驿站

（主要驿站节点 7 处）和 9 处公

厕。主要驿站节点分别位于连心

桥广场、大厝山城市阳台、台地

花园、龟石佛像观景台、上李水

库望湖塔及休憩台、白石炮台盼

归塔、太清宫接地广场等。

作为步道起点，连心桥广场

将建成立体停车楼，同时还将利

用现有水池增设亲水设施，营造

宜人的休憩场所；东坪山的台地

花园将依托台地错落空间，营造

阳光花径，并结合藤本植物萦绕

廊架，打造集科普、体验等功能

于一体的郊野花园；白石炮台盼

归塔节点选取船杆元素设置塔

架，突出厦门扬帆起航的滨海文

化；上李水库望湖塔及休憩平台

利用现状高差，将设置望湖观景

塔，营造温馨、浪漫的景观空间，

令人顿生群山环抱、清风拂面的

惬意之感。 （谢嘉迪）

厦门南北向健康步道景观提升二期工程动工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10

月 8 日，省长王宁在厦门调研检

查疫情防控工作。受尹力书记的

委托，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

问防控一线人员，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以最快的速度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减少疫

情带来的损失。省委常委、厦门

市委书记赵龙，副省长李德金参

加。

王宁来到同安区疫情防控

前方指挥部，向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感谢他们

付出的艰苦努力。在同安区中央

天悦封控区、万丽酒店隔离点，

王宁详细了解封控、管控情况，

仔细询问隔离人员生活保障状

况，强调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

解封不等于解防，必须毫不松懈

落实封控区网格化管理，慎终如

始严格隔离点规范管理，分类有

序做好解封解隔离工作，确保风

险可控、万无一失。

王宁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厦

门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及下一

步工作举措的汇报，对厦门市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的良好工作作风和精

神风貌，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

全省中高风险地区已全部清零，

疫情防控即将取得全面胜利，这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关键是有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福建工作

组的专业指导，得益于统筹全省

资源力量和科学精准、快严实细

的有效方法。他要求，要认真开

展“回头看”，总结经验教训，把

这次疫情防控中基层探索创造

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度化、常

态化，不断提升应对公共突发安

全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王宁强调，厦门市各级干部

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全力

冲刺第四季度，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要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后续工作，加强

常态化疫情防控，健全公共卫生

体系，切实提高防范疫情的能力

水平。要坚持“一业一策、一企一

策”，精准帮扶困难企业、行业，

尽快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要有序推进学校恢复线

下教学，错峰安排各级各类学校

学生返校；要强化基本民生保

障，加大困难群众帮扶力度，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

安定稳定。 （林宇熙）

巩固来之不易成果 加快推动复工复产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

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

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意志。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

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

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

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

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

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

弃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

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

志、强大能力。

辛亥革命 110 年来的历史启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

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

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

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

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历史发展从来

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

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

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

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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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人民网报道近日，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有效防范人

民群众陷入生活困境的风险，厦

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出

了“做好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根据通知，厦门市将推出发

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给予确

诊病例救助、延续享受保障待遇

等三大举措，突出抓好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革命五老（五老

遗偶）、低收入家庭成员等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其中，临

时生活补贴计划发放 600 万元，

预计惠及困难群众14937人。

同安区内的对象以及其他各

区曾位于隔离点、封控区、管控区

内的对象，按照每人 850 元 /月

的低保标准发放；其余对象按照

每人200元/月的标准发放。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按照每人3个月低

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风

险等级调为低风险地区后3个月

内，困难群众可延续享受保障待

遇（有成员死亡的，暂不降低现有

保障水平）；风险等级调为低风险

地区后6个月内，困难群众就业

（劳动）所得暂不计入家庭收入。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在

近日举行的 2021 粤港澳大湾区

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峰会暨民营

企业科技成果对接会上，全国工

商联发布了“2021 民营企业研

发投入 500 家”“2021 民营企业

发明专利 500 家”榜单。

记者梳理发现，进入“2021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的厦

门企业有8家，分别是安踏体育、

福建三安集团、吉比特、美亚柏

科、立达信、厦门宏发电声、亿联

网络、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

而进入“2021 民营企业发明

专利 500 家”的厦门企业有 15

家，分别是厦门宏发电声、厦门

建霖家居、厦门乾照光电、福建

三安集团、美亚柏科、科华数据、

立达信、厦门金达威、厦门铱科

卫浴、罗普特、鸿星尔克、安井食

品、奥佳华、厦门瑞尔特卫浴、四

三九九网络。 （王温萍）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第

十四届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

奖”动漫作品大赛初评结束，组

委会 10 月 13 日公布了大赛入

围名单，共有 371 部作品从 3340

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终

评环节的角逐。

这份入围名单，由 12位海内

外动漫界“大咖”组成的评审团通

过线上评审的方式产生。据悉，组

委会以“高标准、国际化”原则从

世界各地甄选专家评审团，他们

中既有国际动画导演、资深创作

者，也有企业高管、院校学者。

本届“金海豚奖”设 13个综合

奖项和 3 个动画短片单项奖，总

奖金230万元。大赛自今年7月开

放报名以来，受到海内外动漫画

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共征集到全

球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作品

3340部，创历年新高，其中境内作

品2977部，境外作品363部。

按计划，大赛终评工作于10月

23日至25日举行，颁奖仪式将在

11 月举办，同期还将举办创作者

交流会、动画电影创投会、动画放映

周等相关活动。 （林露虹洪慧敏）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从

家出发，步行不超过 15 分钟，休

闲、生活、购物等需求都可得到

满足，这样的愿景有望成为现

实。10 月 11 日，国家商务部公

布了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名单，确定了全国

30 个试点城市，福建省福州市、

厦门市位列其中。

日前，厦门市商务局等 13

部门印发《厦门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试点方案》，结合厦门

实际，对厦门便民生活圈建设制

定试点目标，部署工作任务，并

制定一系列保障措施。

试点方案中明确，2021 年

重点推进深田社区、五缘湾北社

区等 10 个试点社区建设，按照

“两年试点、三年推广”的要求，

每年至少 10 个生活圈；计划到

2025 年，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业

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

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

城市便民生活圈，便利化、标准

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全面提

升，在服务基本民生、促进消费

升级、畅通城市经济微循环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试点区域居民满

意度达到 85%以上。

下一步，厦门将以此次入选

试点为契机，聚焦群众所思所盼

所求，进一步健全配套设施，完善

社区服务，打造“15分钟近邻社区

美好便民生活圈典范”。（叶子申）

厦门将发放 600 万元补贴
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

8家厦企上榜
“2021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500 家”

厦门试点建设 10 个便民生活圈

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371部作品入围终评

致公党厦门市委：

继承爱国传统，接续报国伟业

落实纾困减负支持政策

助推在厦港澳台侨企业

复工复产

疫情结束：吃遍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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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