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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中新网报道 海丝

中央法务区启动大会暨首届论

坛 11 月 5 日在厦门举办，“海丝

中央法务区·云平台”在会上启

动。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尹力与其他嘉宾共同启

动“海丝中央法务区·云平台”。

尹力为厦门市颁授“海丝中央法

务区”和“海丝中央法务区自贸

先行区”牌匾，为首批海丝中央

法务区专家顾问颁发聘任证书。

尹力称，作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把法治建

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

开放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国际

司法交流合作，不断书写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新篇章。在厦门落

地建设海丝中央法务区，是福建

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

重大举措，是建设更高水平法治

福建、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抓手。”

他说，福建建设海丝中央法

务区正当其时、大有可为。要积极

探索创新，加大政策支持，稳步推

进建设，把海丝中央法务区打造

成为福建省改革发展先行区、对

外开放试验田，为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作出新的贡献。

由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主办，厦门市委、市政府

承办的本次大会暨论坛，以“高质

量推进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打

造现代化国际化法治高地”为主

题，下设“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与

法治化营商环境”“海丝中央法务

区建设与国际商事仲裁发展”两

个分论题。

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中国

贸促会副会长柯良栋和世界贸易

组织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原副主席

张月姣通过线上视频致辞。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院长、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在

接受采访时说，福建省作为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在推进

“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上负有

特殊的使命和特别的责任。海丝

中央法务区的启动，在这一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信其建

设将会促进福建和厦门进一步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站在中

国改革开放前列，在新的世纪、新

的时代发挥出福建和厦门应有的

作为，做出更大贡献。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

记崔永辉、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徐显明，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陶凯元等也先后致辞或发

言。

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领

导，法律界知名专家学者，驻厦领

事馆代表，境内外仲裁等法务机

构、律所、会计所、科研机构和企

业代表，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

验区相关负责人等参会。

（杨伏山）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新

能源可以说是最近两年最大的风

口，不管是光伏还是锂电池等行

业，均备受市场追捧。记者获悉，

宁德时代等巨头也纷纷来厦门布

局投资建厂，厦门本土上市公司

建发股份、清源股份也开展合作，

积极拓展光伏等新能源业务。

宁德时代 80亿厦门造电池
日前，宁德时代发布公告称，

拟在贵州省贵安新区投建贵州新

能源动力及储能电池生产制造基

地一期项目，投资额不超过 70 亿

元；同时，拟投建厦门时代锂离子

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投资

额不超过 80 亿元。

公告显示，厦门项目位于火

炬高新区，规划用地面积约 1000

亩，建设期预计不超过 26 个月，

主要建设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对于此次厦门项目的投资建

设，宁德时代表示，将增加公司资

本开支和现金支出，但从长远来看

对公司业务布局和经营业绩具有

积极影响，将进一步满足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和市场拓展的需要。

厦企强强联合发力新能源
11 月 8 日晚，清源股份发

布公告称，公司于 11 月 8 日与

建发股份签署《合资合同》，共

同出资设立厦门建发清源新能

源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为 5000 万元，其中建发股份

拟出资 4000 万元，持有合资公

司 80%股权；清源股份拟出资

10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20%

股权，将专注于光伏电站的投

资及运营业务。

合资公司成立后，建发股份

与清源股份将携手达到资源整合

的最大化，共同发展福建省绿色

低碳产业，并逐步拓展到全国。

（钟宝坤）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11 月

9 日，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厦

门翔安机场高速公路全线重难点

和控制性工程———超大断面特大

跨度的巷东隧道全隧贯通。

巷东隧道是中国国内少见的

双向 8车道隧道，左右洞分离设

置，最小净距仅 42 米，其中，左洞

长 890 米，右洞长 900 米，最大开

挖宽度 22.18 米，高度 10.51 米，

开挖断面面积达 244.49 平方米，

属于特大跨度隧道。

中铁十六局集团介绍，目

前，国内外修建的单洞 4 车道

特大跨度高速公路隧道非常少

见。项目技术团队加强与高等

院校产学研合作，结合地质预

报、监控量测及建模分析，通过

超短的上台阶及后续仰拱的快

速跟进，实现了隧道施工弱爆

破、少扰动、强支护、快封闭的

目标。

在施工中，项目技术团队将

高铁隧道施工的成套设备、工

艺引入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在

福建省首次使用多功能防水板

挂布台车，进行隧道二次初支

和防水层施工。此外，将单向掘

进改为双向掘进，大力推行隧

道信息化、机械化、标准化施

工，实现隧道提前 6 个月顺利

贯通。

据悉，该项目是《福建省高速

公路网规划 (2016-2030 年)》“第

三纵”福厦线支线的组成部分，项

目的建设对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

网布局，提升区域交通出行服务

水平，加快形成厦门翔安机场作

为国际枢纽机场的集疏运体系，

促进闽西南经济协作区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周音）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道厦

门海关统计，今年前 10月，厦门

市外贸进出口 7323.4 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8.8%。其

中，进口增长 38.1%，出口增长

20.1%。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当

月进出口 750.5 亿元，增长

23.2%。其中，进口大增44.9%。

数据显示，1-10 月，东盟、

美国和欧盟是厦门市前三大贸

易伙伴，厦门市对上述国家（地

区）分别进出口 1315 亿元、944

亿元和 789.9 亿元，增长率均在

两成以上。同期内，厦门市民营

企业继续保持最大市场主体地

位，累计进出口 2642.6 亿元，增

长 40.3%。

与此同时，厦门市出口机电

产品 1564.2 亿元，增长 15.4%；

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和铁矿

砂增长则均超三成。

（孙春燕林舜水）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9日，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对外发布消息，中国首

部以华侨家国情怀为主题的全

沉浸互动演出《厦门喜事》计划

在明年春季亮相，将成为厦门市

文旅融合、建设世界一流旅游休

闲城市的标志性事件。

《厦门喜事》以“南洋华侨归

国”为历史背景，通过8个主要人

物带出 8条故事线，构成“回家”

这一主题，展现华侨家国情怀和

厦门独特的侨乡文化，进而增强

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值得一提

的是，《厦门喜事》具有“海陆一

体、船岸合一”的鲜明特点，即演

出利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码头

和海上旅游客运航线资源，场景

在船、岸间切换，使“乘船归国”等

沉浸互动情节感受更为真实，观

众更有“穿越”“入戏”之感。

（徐景明汤鹭红）

本报讯据新华网报道11月

7日晚，在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的支教所在地———宁夏固原

市隆德县和彭阳县以及中卫市

海原县，9700多名中小学生同上

一堂课：来自厦门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的陈田木副教授通过云端

平台为宁夏师生带来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疫情防控科普讲座。

讲座中，陈田木围绕什么是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如何传播以

及如何防控新冠病毒三个问题，

将专业知识与中小学生已学的

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相结合，通

过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和通俗

易懂的讲课方式，向学生们科普

疫情防控知识和自我防护技能。

据了解，“南强名师云讲堂”

是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创新

“互联网+支教”模式的实践探

索之一。支教团依托厦门大学优

质师资和远程直播技术手段，为

支教地学生提供专业化、常态化

的科技文化前沿知识云端教学。

下一阶段，支教团将持续对

接厦大优质师资力量，根据小学、

初中、高中不同学段设计特色课

程，进一步丰富“云讲堂”教学内

容，努力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

“云端金课”。 （艾福梅）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日

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

布《关于开展第一批城市更新试

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21

个城市(区)开展第一批城市更新

试点工作。福建省厦门市入选。

根据通知，针对中国城市

发展进入城市更新重要时期所

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短板，严格

落实城市更新底线要求，转变

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结合各地

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城市更新

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支持政

策、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推动

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

质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做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

科学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据悉，第一批试点自今年

11 月开始，为期两年。重点要探

索城市更新统筹谋划机制，加

强工作统筹，建立健全政府统

筹、条块协作、部门联动、分层

落实的工作机制。探索城市更

新可持续模式。探索建立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

持续实施模式。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

利用提升为主，开展既有建筑调

查评估，建立存量资源统筹协调

机制。同时，探索建立城市更新

配套制度政策。 （叶子申）

厦门市外贸进出口
前 10 月劲增 28.8%

以华侨家国情怀为主题
全沉浸互动演出《厦门喜事》

计划明春亮相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在宁夏支教地打造“南强名师云讲堂”

厦门市入选城市更新试点

中国超大断面特大跨度双向 8车道高速公路隧道贯通

厦门市第二个闽侨智库

高校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侨心向党永爱中华”

思明侨界书画展开幕

我的选择，于心无愧
———记毕生研究侨史

宣传嘉庚精神的陈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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