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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外，其余 41座装机容量约
1.
5万千瓦的水电站全部退出拆
除，计划于 10月底前完成退出
拆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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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模具产业园（一期）正式封
顶，意味着厦门首个模具园即将
建成投用。
据悉，集美模具产业园位于
后溪工业组团 山路与浦岭路交
叉口西侧，项目一期总投资3.
2亿
元，总建筑面积约9.
7万平方米，
园区共有7栋大楼 （一栋为研发

办公楼，其他均为模具厂房）。预
计项目一期于明年上半年投用，
目前已有30多家企业有意向入
驻模具产业园。
模具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
核心基础装备，模具产业园作为
集美的代表项目，将有效整合全
市模具企业，
形成规模效益，为厦
门的制造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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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生态流量及自然资源审计要
求，
其“功成身退”。
记者从同安区农业农村局获
悉，除保留汀溪水库西源引水渠
4座梯级开发的水电站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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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互联科技等新经济项目。
目前，阳光小镇商业综合体
已正式营业；上月底，红星控股集
团旗下的欧丽洛雅和爱琴海两大
商业综合体也落地银城智谷园
区，这些商业综合体将进一步完
善新城的商业配套。
陈火生介绍，
环东海域同安新
城的各项公建配套已全面铺开，
居
住配套也在加快完善。目前，滨海

公寓和后吴公寓已建成投用，
官浔
公寓正加快建设，
3个保障性住房
项目可提供住房约1.
3万套。
值得一提的是，为管理好、
承
接好新城建设成果，
同安区政府正
筹建“新城大管家”，未来将对新
城同安片区涉及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景观绿化、生活配套等运营
服务方面的工作，进行统一规划、
建设、
运营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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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机的轰鸣声，同安区拉开了水
电站退出拆除的序幕。在五显镇
竹坝石垅水电站的退 出拆 除 现
场，
各项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日前，五显镇会同区农业农
村局召开石垅水电站退出拆除工
作部署会，贯彻落实环保督察及
自然资源审计 要求 ，坚 决执 行
《同安区水电站退出实施方案》。
据五显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石垅水电站始建于 1978年，投
用于 1979年，取水自竹坝石垅
水库，装机容量 200千瓦，厂房
面积 223.
36平方米，发电供竹坝
华侨农场使用。如今，
水电站已完
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为了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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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自西向东由天马山延伸至
同安湾海域，为建设高颜值绿色
山海连廊，绿带绕海，滨海浪
生态新城提供重要支撑。
漫，产业聚集，
“美丽典范新城”
而说起环东海域，有着“网红
不断刷新高颜值。在环东海域同
打卡地” 之称的滨海旅游浪漫线
安新城，一个宜居宜业、产城融合
堪称新城的高颜值标志性工程。
的现代滨海新城已然崛起。
利用同安湾漫长的海岸线和优美
作为全市 “岛外大发展”的
的滨海环境、依托沙滩和红树林
“主战场”
“主阵地”，
环东海域同
海景，滨海旅游浪漫线打造了一
安新城用对标国际一流的磅礴气
条全国一流的滨海旅游景观带。
势，大力推进各项公建配套，精心
这里还打造了一条全国独一无二
绘就了一幅产城融合、绿色生态、 的高级别马拉松专用跑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颜值画卷。
陈火生介绍，目前，滨海旅游
浪漫线一期 （含官浔溪公园）、
二
!"#$%&'
期同安段（含中洲公园）共18.
3公
UVWXYZ[\]
里已完成建设并向游客开放。
随着
“如今的环东海域同安新城， 高端酒店群的建设发展，
浪漫线已
生态资源迎来了大发展。
”厦门市
成为厦门旅游新地标，
同时不断吸
环东海域指挥部征拆部主任、同
大力推行 “新城+基地” 发展模
引着文化体育产业的聚集。
安分部办公室主任陈火生告诉记
式，引入一批具有产业带动效应
()*+%,者，当前，美峰生态廊道沿线面积
的新项目落户。
^_W`abcde
达78.
2万平方米的三大公园 （美
据了解，位于环东海域同安
环境高颜值，助力发展高质
峰生态公园、科创公园、体育公
新城核心区的银城智谷首批写字
量。高颜值的环东海域同安新城
园）已相继建成开放，
绿色山海通
楼预计在8月底交付，目前已有15
正迸发着新活力，推进招商引资
廊连片成势，
十分壮观。
家重点企业核准入园；新经济产
及产业发展。
据了解，山海通廊是从生态
业园计划于本月底前开工建设，
环东海域同安新城紧盯现代
背景林中延伸出的多条由山体、
目前已对接落地项目4个；美峰科
服务业和新经济产业发展方向， 技创新园也推进了国铁吉讯、智
溪流、滨水绿带公园组成的绿色

在建设之初，该园区就综合
考虑模具行业的特性。除了专业
化的模具生产厂房外，还增设了
产品设计中心、
研发中心、检测中
心等产业配套功能；
同时，还引入
模塑云、
模具产业云等共享平台，
建设共用实验室，打造集物流配
送、
研发、
生产、
存储、检测于一体
的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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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期间，残疾大学生的就业问
题令人牵挂。南洋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的王艺斌，日前却喜滋滋地
参加了毕业典礼。用他的话说，
就算是受疫情影响，也要有仪式
感。他虽然左眼有残疾，但已参
加了工作。

在日前举行的厦门南洋学
院2020届毕业典礼上，
校长鲁加
升宣布了一则喜讯：在这个就业
环境特别艰难的毕业季，南洋学
院今年的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9.
1%。
至此，
厦门南洋学院已连
续18年保持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9%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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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吸烟不仅是不文明行为，还可
能造成安全隐患。近期，厦门地
铁依法对一起站台吸烟的行为
进行了处罚。
6月12日11时左右，
在地铁1
号线殿前站B端，地铁工作人员
在一个垃圾桶内发现有轻微烟
雾冒出，
并伴随烧焦味。
工作人员
检查后，
在垃圾桶内找到一个未
燃尽的烟头。调取监控视频后
发现，一名身穿黑色T恤的男
子在站台层候车时，拉下口罩
吸烟，
并将烟头丢入垃圾桶内。
在调查到该乘客信息后，厦
门地铁安保执法队第一时间通
知男子吴某某到火炬园站执法
点接受处理。在安保执法员的耐
心教育下，吴某某认识到自己行

为的错误，
并接受了处罚。
根据 《厦门经济特区轨道
交通条例》相关规定，在车站、
列车内吸烟，点燃明火，随地吐
痰等，违反相关规定的，由轨道
交 通 经 营 单 位 处 以 50元 以 上
200元以下罚款。 !"#$%&$'

A
 ¡

CDE.,FG!" CDEH -./0/1-234.566IJK 77789:3327981366LMN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