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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蓝色伙伴关系 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19
厦门国际海洋周，将于11月1日
-7日在厦门举行。
今年的海洋周由厦门国际海
洋论坛及平行国际海洋会议、海
洋产业招商专场活动及海洋专业
展会、海洋文化嘉年华三大板块
: ¡¢£¤¥
系列活动组成。
2019厦门国际海洋周开幕式
百名领导及代表报名参会。
晨报记者了解到，在往届海
暨厦门国际海洋论坛 （第一届构
依托海洋周平台，多场平行
洋周的基础上，今年，主办方为海
建海洋命 运共 同体 论 坛） 将 以
国际海洋会议、涉外培训班也将
洋周注入了许多新亮点，打造更
“发展蓝色伙伴关系 构建海洋命
同期举办。此外，海洋周预计还将
精彩的国际海洋盛宴。
运共同体” 为主题，预计将有近
举办8场产业对接会，总投资将近
UVWXYZ[\]^
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10亿元的16个海洋经济项目将集
区的500名领导、专家学者、有影
中签约。
经过精心选址，今年国际海
响力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
洋周的主会场将设在厦门五缘湾
_`abcdefgh
一带，以展示厦门作为海陆统筹、 会，其中外宾近300人。今年引入
本届海洋周的各项活动质量
的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方政
海湾综合整治典范的风采，各分
较往年将进一步提升。
府网络 （PNLG） 年会在厦门举
会场论坛和活动也将于近20家酒
一场规模近300人的国际海
行，目前已有来自东亚8个国家逾
店同步进行。

洋产业高端人才及项目洽谈会将
在本届海洋周举办，将吸引100多
位博士及有关专家学者参会，
凝聚
学术，
共识共话。
此外，
四大海洋主
题展会还将联袂亮相海洋周。
2019国际潜水救捞与海洋工
程装备展将在佰翔会展中心二层
举办，
同期还将举办“第六届国际
潜水救捞与海洋工程技术论坛”
和“2019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
年会”。
第六届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洽
谈会和第十二届休闲渔业博览会
将在佰翔会展中心一层联合办
展。海洽会今年将对厦门涉海企
业及产品进行首次集中展示。渔
博会将引进更多元的渔村旅游配
套设施，将首次举办具备国际水
准的“厦门国际孔雀鱼锦标赛”，
并同期举办第四届中国休闲渔业
高峰论坛。第十二届中国（厦门）
国际游艇展览会也将海洋周期间
举办，继续加强“滨海新生活”的
品牌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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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海洋嘉年华将再升
级，首次实现六区联动，以各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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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一场灯光艺术盛宴在厦门
万象城拉开序幕。本届 “极光万
象·国际灯光艺术节”，厦门万象
城集纳了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
艺 术 家 4件 享 誉 全 球 的 作 品 ：
LI
GHTA WI
SH 愿 望 蒲 公 英 、
BALLERI
NA 海 边 的 芭 蕾 舞 、
AFFI
NI
TY 连 结 、
RAI
NDROPS
雨滴，涵盖了爱、梦想等直击人心
的主题，通过激发视觉、听觉、触
觉等多重感官，让人感受沉浸式
体验灯光、艺术与科技的激烈碰
撞。其中，
愿望蒲公英和海边的芭
蕾舞更是首次亮相中国。
据悉，本次灯光艺术节将一
直持续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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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赵晨对嫌疑人性格有了初步
了解。他审讯时问的问题也都是
精心设计过的，一说出口便切中
嫌疑人的内心。

D 
在日常工作中，赵晨注重打
防结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辖
区的警情，更应该关注全厦门的

动态。”因此，
每当相邻辖区发生
盗窃案时，赵晨总要研究案件手
段、
规律。
近期，仙岳路发生多起电动
车电池被盗案件，赵晨安排警力
在重点时间、区域进行巡逻，成
功在 SM 城市广场附近抓获了
案件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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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审讯，吕某闭口不言。“你
怎么这么傻，年纪轻轻的，为什
么要再次盗窃？”审讯的第一句
话看似简单，却一下子戳中了吕
“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偷
某的心，他有些难为情地低下了
钱？如果是因为有前科找不到工
作，
你可以来派出所找我帮忙。” 头。
见吕某有了反应，赵晨顺势
派出所民警赵晨的一番话，
问道：
“你出狱后两年没有犯案
让嫌疑人吕某动容。从一开始拒
了，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
不配合，到最后流泪认罪，仅仅
了？”吕某表示，
因为有前科，他
用了两分钟。
“赵晨审讯是真的厉害！” 找工作总是碰壁，因为没钱吃饭
才去盗窃的。“没有钱吃饭也不
了解赵晨的民警，都被他的审讯
能偷东西，你出狱后如果遇到困
技术所折服。赵晨说，审讯不是
难，
可以来派出所找我帮忙。”赵
硬碰硬，而是要走心。让嫌疑人
晨的一番话让吕某红了眼眶，他
产生信任感，愿意和民警吐露心
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案件经过，整
声，才能真正帮助嫌疑人回归正
个过程仅用了两分钟。
途。
其实，让嫌疑人吐露心声，
z{|O}j~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赵晨说，
10月 9日，
派出所辖
在锁定嫌疑人后，他就对嫌疑人
区发生一起盗窃案。隔天一早， 的情况进行摸底。有前科、年纪
赵 晨 在 泉 州 抓 住 嫌 疑 人 吕 某 。 轻、偷的东西价值低等因素叠

色的嘉年华活动，点燃全市海洋
文化盛宴。
六区将分别开展沙滩运动赛
事、风筝节、中国俱乐部杯帆船挑
战赛决赛和中俄青少年帆船赛等
水上运动赛事及体验活动、海洋
文化游、休闲渔港小镇及海丝民
俗文化活动、
“伟大的航行”船模
展、海洋科学开放日、
“爱海洋 爱
厦门”摄影征文美术大赛、海洋文
化特色研学等活动，并继续推出
“趣赶海”“乘海浪”“寻海味”
“去研学”“来度假” 等5条海洋
嘉年华系列精品旅游线路，推动
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本届海洋周还增加了海洋研
学的内容，成立了由108家企业、
科研院所、中小学等单位组成的
厦门海洋文化产业与海洋意识宣
传教育研学联盟，通过搭建交流
平台，联盟将推动成员单位深度
合作和资源共享，力求创新海洋
文化教育新模式，为涉海联盟企
业提供宣传平台，为学校和学生
提供基地资讯，让厦门40万中小
学生从小懂海、爱海、亲海、研海，
享受家门口的优质研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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