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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厦航党委书记、
董事长赵东，
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委文明办主任
赖朝晖，市委文明办副主任纪菁，
及各承办协办单位领导、
各区各系
统文明办主任等出席启动仪式。

烈日炎炎，志愿者的热情不
输骄阳。热浪滚滚，
文明的脚步从
未停止。
m 84"
7月17日下午，文明健康 有
“大爱无形，
行者无疆。我愿
你有我——
—厦门市2020年“快乐
千千万万次地踏上征程，只为让
健步走 文明齐动手”洁净家园活
我们的爱心播撒得更广阔、更深
动 在仙 岳 公园 世 纪 和 平 广 场 启
远……”一首由厦门白鹭志愿联
动。同时，
厦门白鹭志愿联盟支持
盟志愿者代表自编自导的《文明
可持续发展目标公益项目也正式
健康 有你有我》诗朗诵拉开了活
启动，迈入了白鹭志愿联盟
动帷幕。
“3.
0”时代。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厦航参
活动由厦门市委文明办主
办，厦门航空承办，海西晨报社、 与文明城市创建和志愿服务活动
的脚步从未停止。2014年9月，
由
厦门公交集团、厦门海关、厦门市
厦门航空发起，与海西晨报社、厦
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人民检察
门公交集团、厦门海关、厦门市中
院、厦门市税务局、中国联通厦门
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分公司、厦门火车站、厦门园林植
厦门市税务局、中国联通厦门分
物园等组成的厦门白鹭志愿联盟
公司、厦门火车站等9家单位结为
单位、厦门山海步道景区管理有
志愿同盟，
开启了一段志愿旅程。
限公司协办。
在17日的活动现场，市委常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辉

!"#$%&'()*+
<Qx st 7
月 18日，闽西南协同发展区技
工院校校企合作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盟由厦门技师学院发
起，
联盟单位包括厦门、漳州、泉
州、龙岩、三明五地市的 8所院
校和 200余家企业，覆盖院校、
企业、
行业协会、教育机构、培训
机构等，
大部分是各区域代表性
企业及重点企业，也有行业内新
兴企业和创业型企业。

厦门技师学院院长张家雄
表示，该联盟成立后，将围绕企
业需求，
以实现校企共育技能人
才为目标，
不断探索技能人才培
养的新模式。该联盟将在一体化
课程改革、企业设立技师工作
站、
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专业共
建、
引企入校等方面积极与企业
开展深入探讨与合作，探索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新途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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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宣传部部长李辉跃为联盟授
旗，标志着 “爱心厦门 志愿同
行——
—厦门白鹭志愿联盟支持可
持续发展目标公益项目”正式启
动，白鹭志愿联盟进入了“3.
0”
时代。
厦门白鹭志愿联盟相关负责
人介绍，自5月中旬以来，白鹭志
愿者已经5次走进山海步道开展
志愿活动，后续还将定期组织白
鹭志愿者走进山海步道、走进宁
德对口扶贫村学校、走进社区书
院、走进福利院，倡导可持续发展
理念，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和健康
生活方式，
提升公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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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厦门 广泛 开 展“快 乐
健步走 文明齐动手”洁净家园活
动，市委文明办向全体市民发出
“健身运动我先行、清洁家园我
先行、文明示范我先行”活动倡
议，党员、机关干部带头，发动社
区群众，利用业余时间边健步健

身、边洁净家园，劝导不文明行
为、传播文明理念。一年来，全市
累计开展活动1万余场次，
100余
万人次参与。
在17日的活动现场，随着象
征着鹭岛的绿色树苗被浇灌，
2020年 “快乐健步走 文明齐动
手”洁净家园活动再次启动，
倡导
各级文明单位、广大干部、市民群
众继续参与活动，提振精气神，再
次 迸发 参 与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的 激
情，让文明成为厦门的最美风景、
城市的最强软实力、营商环境的
最佳名片。
此外，在活动现场，厦门公交
集团小黄帽志愿服务队、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青年法律志愿者、
厦门海关志愿服务队、厦门市烟
草专卖局三角梅志愿服务队、厦
门市税务局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海西晨报社晨光志愿服务队等11
家联盟成员单位，开展丰富多彩
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市民提供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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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t 7月
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等 18个部委、
单位
联合 主办 评选 的 2019年度 宣
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暨百名疫情防控
最美志愿者名单公示，厦门市长
庚医院志愿服务队入选 “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思明区“文物
守护认领” 志愿服务项目入选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同安区
大同街道西池社区入选 “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
长庚医院志愿服务队成立
于 2009年，每周定期到医院服
务，为民众提供就诊流程指导、
人性关怀、
咨询及机动服务等。
思明区“文物守护认领”志
愿服务项目开始于 2016年 10
月。思明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325处，文物数量占全市 68%，
层级高、
保护难度大。为此，
思明
区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工作新机
制、新模式，逐渐走出了一条具
有思明特色的文物保护之路。
同安区大同街道西池社区
地处城乡接合部，
社区党总支积
极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每年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上百场。
目前，该名单正在公示中，
将公示至 2020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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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厦 门 市 商 务 局 发 布 消 息 ，
2020年上半年厦门进出口增速
在计划单列市中居首位。据厦门
海关统计，
2020年上半年厦门市
货物贸易进出口达 3081.
8亿元，
增长 3.
9%，
同期全国下降 3.
2%。
具体来说，今年上半年，厦门
市出口 1556.
5亿元、下降 7%，进
口 1525.
3亿元、增长 18.
1%；贸
易顺差 31.
2亿元。上半年各月份

进出口增速均优于全国，进出口
逐步回稳，显示出厦门市外贸的
较强韧性和发展潜能。
不仅如此，厦门进出口市场
多元化步伐稳步推进。上半年，
厦
门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 977.
8亿元，增长 5.
1%，占
31.
7%。东盟、
美国和欧盟是厦门
市前三大贸易伙伴，三者合计占
同期厦门市进出口总值的
41.
9%。

上半年，厦门市铁矿砂、煤炭
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明显。同时，
以乳品、水海产品、肉、食用植物
油为 主的 民 生消 费品 进 口增 长
36.
1%。此外，
特色产业进出口优
势明显。另外，上半年，厦门市出
口花岗岩石材及制品 65.
6万吨，
LED灯 管 2.
5亿 只 。 进 口 啤 酒
5423.
4万升，均位列全国第一。
同期，进口燕窝 27.
9吨，居全国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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