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

来势汹汹，变种病毒传播肆虐，为

全力支持在港厦门籍乡亲防抗疫

情，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

方面支持香港抗疫工作。

香港疫情发生以后，厦门市

海外联谊会迅速行动，采购连花

清瘟胶囊 7200 盒、口罩（FFP2)3

万个赠与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物

品已于 2 月 27 日凌晨四点由国

泰航班运抵香港，后续拟再购买

赠送 8000 盒连花清瘟胶囊。

侨商侨领也积极向香港乡

亲捐赠防疫物资，为广大旅港乡

亲排忧解难。香港厦门联谊总会

副理事长洪顶超捐赠 1500 个快

速检测盒，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副

理事长吴腾捐赠 2200 个快速检

测盒，厦门集美校友会捐赠

2000 盒连花清瘟胶囊。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乡亲、会

员真诚感谢来自家乡政府的关心

和支持。该会理事长杨毅融、监事

长李冠华、秘书长李毅立表示，将

尽快把海联会捐赠的防疫物资安

排分配至各属会和义工团。香港

厦门联谊总会必定全力配合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

和全港市民携手，争取早日战胜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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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2

月 28 日，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厦门经济

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3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

标志厦门市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建

设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厦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

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2018 年以来连续 3年获评

“全国标杆”，在全省“九市一区”

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第一。优良

的营商环境已成厦门高素质高颜

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新的金

字招牌，不断吸引各类生产要素

聚集。

据悉，制定《条例》有利于推

进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

利于提升厦门营商环境法治化水

平。《条例》共 9章 89 条，主要包

括七个方面的亮点: 创新营商环

境工作和监督机制；营造公平开

放的市场环境；提升便利高效的

政务服务水平；打造产业发展良

好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谐包容

的人文环境；加快构建国际化发

展环境；优化法治环境，规范监

管。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把贯彻实施《条例》作为当前以

及今后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聚

焦市场主体全周期重点环节，

着力推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

产业发展环境、人文环境、国际

环境、法治环境、监管环境等 7

个方面全面提升。厦门市要提

高市场主体全周期便利度，进

一步简化商事主体登记，建立

健全“分类处置、同步办理、一

次办结”注销协调工作机制，解

决市场主体“退出难”问题。营

造亲商安商社会氛围，充分发挥

“厦门营商环境日”暨“厦门企

业家日”桥梁作用，倾听企业意

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强化政策制定程序，完善破

产管理机制，营造公平可预期的

法治环境。

当天还举行《条例》宣传贯彻

座谈会，市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界

市人大代表等进行交流探讨。

（詹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

门市重点项目正在全力冲刺首季

“开门红”。近日市建设局、市重点

办公布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今

年 1 月份全市 419 个市重点项目

计划投资 119.3 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 149.9 亿元，超 30.6 亿元，超

计划完成投资目标任务。

为了做好春节期间市重点项

目不停工、少停工工作，市建设

局、市重点办推出惠企惠民措施，

对不停工项目给予补贴，对不停

工企业予以信用激励。截至 2 月

16 日，335 个在建重点项目全面

复工 (其中有 123 个项目春节期

间坚持施工，另有 212 个项目初

四后复工)，复工率达 100%。

一批产业项目取得突破性进

展，123 个产业项目 1 月完成投

资 42.6 亿元，完成率 147.9%。其

中，厦门时代锂离子电池生产基

地(一期)、生物制品科学与技术福

建省创新实验室等一批项目开工

建设。2 月 15 日，厦门天马显示

科技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

线项目投产运营。

补齐民生短板的社会事业类

项目也捷报频传。131个社会事业

类项目1月完成投资24.9 亿元，完

成率 114.1%。其中，厦门医学院科

教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儿童医院

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祥平地铁社

区二期工程完成竣工备案。

随着一批城乡基础设施项目

快速推进，厦门城市功能将更加完

善———今年 1月份，154 个城乡基

础设施类项目完成投资53.3 亿元，

完成率118.9%。轨道交通3号线南

延段、新 324 国道(灌新路 - 凤南

七路段)提升改造工程-坂头立交

以西段、新 324 国道(翔安段)提升

改造工程、厦门北高铁站公交综合

体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

新城基地建设如火如荼，11

个新城配套项目 1 月完成投资

29.1 亿元，完成率 122.2%。其中马

銮湾新城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集

聚，金柏超精密集成电路项目竣

工；同翔高新城继续加快新材料、

新能源、信息技术优势产业集聚，

茂晶光电 VR光学镜头生产厂房

及辅助设施用房、火炬智能制造

产业园三期加快建设；环东海域

新城以智能、智慧为代表的“三谷

三园”建设和产业招商协同推进；

集美新城软件园三期、机械工业

集中区三期加速开发。新机场片

区快速路网框架基本形成。东部

体育会展新城新体育中心、新会

展中心快速推进，承办 2023 年亚

洲杯足球赛主场馆的新体育中心

钢结构主体完成，现进行外部装

修施工。 （袁舒琪）

本报讯 据厦门网报道 日

前，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印发国有企业公司治

理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其

中，福建省共有 3 家国企入选，

全部来自厦门，分别是厦门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厦门路桥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国务

院国资委在 2021 年首次组织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开展国

有企业公司治理示范企业创建

活动，经过企业申报、专家评

审、征求意见等环节，全国共有

88 家央企和 57 家地方国企成

为示范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要求，示

范企业要充分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以点带面加快提升企业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切实助

力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

国务院国资委也将加大对典

型经验的宣传推广力度，持续

打造公司治理标杆示范。

（王温萍）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日，在厦门国际健康驿站（一

期）建设现场，上千名工人分散

在各个点位忙碌，向项目竣工

发起最后冲刺。据项目业主单

位厦门万科介绍，该项目（一

期）将于 3 月底前建成投用，为

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坚实保

障。

厦门国际健康驿站项目位

于湖里区高崎机场北侧，距机

场不到 20 分钟车程。项目分两

期建设，用地面积 13.6 万平方

米，共建设 9 栋健康驿站楼、4

栋工作人员宿舍楼、1 组配套

楼。规划设置隔离房间 6001

间，工作人员宿舍 1624 间，并

布局各项配套设施，用于满足

入境人员“一站式”健康管理要

求。

步入项目点，一幢幢崭新

的楼房整齐划一，工人们或是

忙着铺设地被植物，或是推进

装修收尾工作。据工程师陈公

羽介绍，项目自去年 8 月动工

以来，在项目服务保障专班的

指导和支持下，依托万科多年

的产品设计、建造和运营能力，

科学施工，不断跑出加速度。今

年春节期间，有 400 多位建设

者坚守一线，克服阴雨天气影

响，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争分夺

秒抢进度。

驿站楼房间内，空调已安装

到位，床、沙发、电视机等家具、

家电即将进场。“所有房间都有

独立卫生间，并配备生活设备

和物资，可拎包入住。”建筑设

计师赵春明说，项目不仅严格

按照“三区三通道”等闭环管理

要求，落实功能设置、安全标准

和配套设施，更高度重视人文

关怀，强调居住的舒适度和体

验度。譬如，楼栋采用“回”字形

设计，动线合理，采光充沛；再

譬如，每个房间都特别增设一

小块空间，便于隔离人员在室

内健身运动，丰富隔离期间文

化生活。

除了在设计上颇具巧思以

外，项目还充满智慧元素。赵春

明介绍，项目特别开发了智能化

系统，通过智慧门禁加强对人员

的出入管理，严防交叉感染。同

时，集合厦门人工智能企业力

量，打造了一支“机器人服务

队”，由机器人送餐并协助完成

入住接待、测温、消毒等工作。

厦门万科有关负责人表

示，厦门国际健康驿站的运营

人员招聘工作已启动。接下来，

公司将牢牢把握时间节点，全

力以赴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

成，并发挥全生命周期管理能

力，努力打造安全、舒适、智慧

的健康管理空间。 （林露虹）

《厦门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

厦门重点项目全力冲刺首季“ ”
1 月份超计划完成投资目标任务

三家厦企成为“全国示范”

厦门国际健康驿站即将建成投用

厦门大学对台“扩招”

三侨生升学身份照顾证明书

出具及审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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