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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昨日下午，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胡昌升到厦门日报社、厦门广
电集团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
者，并在报社召开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研究加快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
做强做大主流舆论。
市领导叶重耕、黄强、黄文辉
参加调研，中央、省驻厦主要新闻
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
明天是厦门解放 70周年，
22
日，
《厦门日报》 将迎来创刊 70
周年。胡昌升说，
在这个具有特殊
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到市属媒体调
研，与新闻工作者座谈，主要是与
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要求，强
化对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新变化、
新情况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做好

我市新闻舆论工作。
胡昌升一行来到厦门日报
社，代表厦门市委向《厦门日报》
创刊 70周年表示祝贺。在新媒体
中心和夜间采编大厅，胡昌升亲
切慰问在一线工作的新闻采编人
员，
了解厦门日报社融媒体“中央
厨房”运行情况，
希望报社做好媒
体融合这篇大文章，打造坚强的
主流舆论阵地，让党的声音传得
更开、更广、更深入。在位于金尚
路的印务中心，胡昌升一行察看
了报刊印刷流水线，了解印刷设
备、技术和人才实力，以及代印
《人民日报》的准备工作；在印刷
博物馆，了解中国印刷术演变和
厦门日报发展历程；站在即将于
明年投入使用的厦门日报社新闻
大厦前，关心问起厦门日报社新
闻事业发展情况，要求厦门日报

“用好自身资源优势，把事业做
好，
把家业做大”。
胡昌升一行还察看了厦门广
电集团融媒体中心，了解中心建
设和运作流程。在厦门卫视演播
厅，听取厦门对外传播和新闻交
流合作情况汇报，希望厦门广电
充分利用好先进设施设备，扩大
厦门影响力，
展示好城市形象。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
胡昌升认真了解市属媒体和中
央、省驻厦主要新闻单位的新闻
舆论工作，听一线采编人员讲述
工作中的苦与乐。他充分肯定新
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始终牢记
职责使命，紧扣中心、服务大局，
采写编播了大量有分量、有深度、
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唱响主旋律、
汇聚正能量、传播厦门好声音，为
助推厦门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
胡昌升说，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广大
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学习领会、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
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闻舆
论工作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正确
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
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 闻 观 ，牢 牢 坚 持 正 确 舆 论 导
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
断提升舆论引领水平，加快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网上网下“同
心圆”。他说，当前，我市正全
力抓招商促发展，加快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希
望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加
强党性修养，发扬优良作风，锐
意改革创新，强化队伍建设，推
进媒体融合，不断增强脚力、眼

!"#$%&'()*+,-./012345

!"#$%&'()*+,HIJKLMNO PQRS
昨天下午，
“淘宝中国福建绿植
花卉产业带”签约仪式在海沧区
东孚街道举行。据悉，这是淘宝
（中国）软件有限公司继江苏之
后，正式签约的第二个绿植花卉
产业带项目。项目落地后，将推
动海沧区乃至厦门市花卉产业
提档升级。
淘宝网是国内知名电商平
台，不少鲜花园艺类目商品在该
平台上售卖。据《中国花卉园艺
杂志》报道，
2019年淘宝鲜花园
艺类目销售额近 150亿元，每天
线 上 交 易 的 商 家 数 量 约 40万
个，在线销售的商品 数量 约
2500万个，福建省的淘宝花卉
园艺类卖家分布数量名列全国
第五。
“淘宝绿植花卉产业带”官
方负责人行波在签约仪式上指
出，近年来，福建省特别是厦门
市场的商家一直是淘宝园艺的
中坚力量，商品品质和服务质量
日益提升，厦门的盆栽绿植、泉
州的盆器等众多细分类目也为
淘宝鲜花园艺类目的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据了解，地处东南沿海的厦

门，坐拥山海湖岛等自然资源，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的战
略位置，素有“生态花园之城”
的美誉。绿植、
花卉产业，
在厦门
得到较好的发展。海沧区东孚街
道作为厦门绿植花卉产业的主
力军，共有花卉苗木企业 80多
家，总种植面积 5000亩，年产值
4个多亿。
目前，厦门绿植花卉产业正
逐步转型升级，
“淘宝中国福建
绿植花卉产业带” 项目的落地，
将加速这一步伐。
“此次战略合作的签署将对
东孚街道花卉产业的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新型互联网园艺产业
生态链将在这里被打造。”东孚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影响
也将辐射海沧区乃至厦门全市。
记者了解到，
“淘宝中国福
建绿植花卉产业带”项目由海沧
区东孚街道、淘宝（中国）软件
有限公司和厦门花岛商贸有限
公司合作共建，将借助淘宝网构
建线上线下紧密相连的花卉生
产销售协作圈，形成产业带，提
升生产和营销效益，促进绿植花
卉产业转型升级。
下一步，海沧区将在培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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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花卉企业、建设花卉市场、发
展花卉旅游等方面给予更多扶
持，这些扶持政策也将落实到该
项目的企业上。
“接下来，我们将抓紧开展
项目的招商，孵化更多园艺电
商，并借助淘宝平台的流量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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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有效释放东
孚乃至厦门绿植花卉产业的产
能。”厦门花岛商贸有限公司创
始人黄汉宾表示，要把“淘宝中
国福建绿植花卉产业带”打造成
中国线上最大创意花市集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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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脑力、笔力，更加深入宣传
阐释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深入挖掘宣传厦门的
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讲好新时
代的厦门故事，展现新时代的厦
门形象。
“你们的鼓与呼，有效传播了
正能量，提升了厦门的美誉度和
影响力，有力助推了厦门的营商
环境建设。”胡昌升表示，持续壮
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各级党委必
须担负起的重大政治任务。党委
政府将加大关心支持新闻媒体的
力度，支持市属媒体的人才队伍
建设，与中央、省驻厦主要新闻单
位建立良好互动沟通机制，形成
新闻舆论工作的强大合力，为推
动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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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要扩建了。近日，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核发了该项目的工程规
划许可证。据了解，扩建完成后，
演武小学办学规模将由 40班增
加至 48班。
据悉，演武小学包括演武池
校区和大学路校区，此次扩建项
目位于演武小学大学路校区，位
置在厦门世茂双子塔与演武池之
间。扩建项目内容包括三大块：
一
是新建一栋教学楼；二是新建大
门；三是新建运动场地，包括观众
席、主席台、
200米环形 +60米塑
胶直跑道、
足球场、
篮球场等。
此外，项目将对校园进行明
确的功能分区，做到动静分明，避
免相互间干扰，在校园内部营造
与新型校园相适应的整体环境和
文化氛围。同时，
将充分考虑周边
环境因素，
做到与环境相互协调。
据了解，演武小学目前共有
40个教学班（演武池校区 27班、
大学路校区 13班）。该扩建项目
完成后，演武小学办学规模将由
40班增加至 48班，演武小学演
武池校区与大学路校区各安置
24班，每班 45人。其中，一到三
年级学生就学于演武池校区，四
到六年级学生就学于大学路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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