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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委主管主办

鉴于近期省外漫入我市病例不断增加的严
峻形势，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文件精
神，现通告如下：

一、入厦必报。所有入(返)厦人员，须提前通
过i厦门微信公众号“入厦人员信息登记”登记信
息，并主动向所在单位、社区或入住酒店宾馆报
备，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未提前报备的，须
在抵厦后6小时内进行补录报备。

二、入厦“三天三检”。
1. 所有入(返)厦人员抵厦后须完成“三天三

检（含落地检）”。重点地区入(返)厦人员按有关
规定执行。

2.福建省外(含7天内福建省外旅居史)入(返)
厦人员和福建省内高风险区所在县(区)入(返)厦
人员，抵厦不满3天者，不进入餐饮服务、购物中
心(含百货店)、商场超市、农(集)贸市场、美容美
发、洗浴、足浴、SPA、游艺厅、歌舞厅、KTV、网吧、
酒吧、剧本杀、密室逃脱、健身房、游泳馆、棋牌室
等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3. 福建省内其他地区入(返)厦人员，“落地

检”阴性结果出来前要严格居家或居店，不进入
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三、重点场所查验核酸证明。入住各类宾
馆、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所及进入旅游景区，均须
查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洗浴、足
浴、SPA、游艺厅、歌舞厅、KTV、网吧、酒吧、剧本
杀、密室逃脱、健身房、游泳馆等室内场所，均须
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24小时内核
酸采样记录。

四、严格落实“扫码通行”。各类公共场所、企
事业单位须将场所码张贴于入口醒目位置，安排
专人认真查验进入人员“扫码通行”等信息，做到
逢进必扫、逢扫必验、不漏一人。市民游客进入上
述场所须主动配合测温、验码（福建健康码、行程
卡）、戴口罩、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防控措施。

五、强化聚集性活动管理。提倡从简举办婚

丧嫁娶活动，尽量缩小规模、减少人员数量。举
办各类会议、培训、会展、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
聚集性活动，按照“谁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
责”的原则，尽量缩小规模、落实防控措施，参加
活动人员需扫场所码登记、查验24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或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核酸
采样记录。省外入厦人员须完成三天三检，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后方可参加。

对各类场所经营管理者或聚集性活动主承
办方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的，由有关部门
予以提示提醒、督促整改，对存在较大涉疫风险
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对拒不整改或者未严格落
实防控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对个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要求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后续根据疫情
形势和防控要求动态调整。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2年11月27日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2022〕第29号通告

本报讯（记者 路鹏宇）2022建
发厦门马拉松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
赛，昨日7时30分在厦门国际会展
中心鸣枪开跑，来自贵州的两位选
手丰配友和李井芬第一次参加厦
马，分别成为男、女组的双料冠军。

中国田径协会主席段世杰、市
委书记崔永辉、市长黄文辉、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杨国豪、市政协主席魏
克良和省体育局副局长唐佑明等领
导嘉宾出席开跑仪式，并为赛事开
跑鸣枪。

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在时隔8年

之后再度回归厦门，近百名国内马
拉松精英选手的参赛，确保了厦门
马拉松赛的高水平。这也是全国马
拉松锦标赛第5次在厦门举行。厦
马新科男、女冠军丰配友和李井芬
也因此成为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的
男、女冠军。

本届赛事规模为28000人，仅
设置全程马拉松。同步举行的全国
马拉松锦标赛，赛事的男女前五名
获得2023年布达佩斯世界田径锦
标赛的名次达标资质。参加全国锦
标赛的选手中，年龄最大的是1991

年12月1日出生的甘肃男选手高永
宁，年龄最小的是2002年11月4日
出生的山东男选手郁权威。

在去年四枪发令的基础上，今
年的赛事分九区进行检录、站位，采
用五枪发令起跑方式。合理规划
起、终点区域，保证赛事安检和竞赛
检录的流畅性。最后一枪发令时，
距离首枪发令的7时30分，已经整
整过去了37分钟。

2022年，厦门马拉松继续深化
三色公益，不断拓展公益版图：红色
公益版块，首批“厦门马拉松爱心驿

站”正式揭牌启用，致力于打造厦门
马拉松爱心之家。厦马公益将于下
个月走进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
镇，为乡村小学捐建20个“厦门马
拉松爱心图书角”，让每个乡村孩子
都能享有高品质的阅读；绿色公益
版块，延续阿拉善“厦马爱心林”种
植活动，在厦马比赛日继续倡导“绿
色出行”；蓝色公益版块，发起“降塑
不降速”公益亲子净滩活动，以实际
行动守护海洋。未来，厦门马拉松
还将发扬坚持不懈的精神，为公益
事业继续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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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马拉松诞生两位双料冠军
2022建发厦门马拉松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昨举行

世界机器人大赛城市赛在厦举行
全市中小学282支队伍在集美比拼人工智能技术

时尚创意盛宴
赋能产业发展

2022厦门国际时尚周系列线下活动举行

周祖翼宣布开幕
赵龙致辞崔玉英出席

〔A02版〕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11月27日，以“融合·未来”为主题的2022厦
门国际时尚周顺利落下帷幕。本届时尚周于今年9月启幕，共联动近百
家潮流运动品牌，举办超15场线下系列活动，并通过微博、微信视频号、
抖音多平台实时直播，以“线上+线下”方式，引领全民时尚。

立足城市资源禀赋，本届时尚周将多个时尚文化地标“串珠成链”，
点燃鹭岛时尚风潮。其中，拥有70年历史的“鹭潮·鼓浪屿美院”化身艺
术秀场，万一方、陈宇等蜚声海内外的厦门本土优秀设计师分别带来时
装发布大秀；在SM商业广场，安踏、安德玛、NIKE AIR JORDAN等三
大一线运动品牌在前卫艺术装置中上演“悬浮”大秀；在欣贺研发设计中
心，JORYAweekend、AIVEI两大女装品牌演绎摩登时装艺术秀；在厦
门海上世界，Kingland、特步、Adidas、theMSLAN等四大品牌将发布
秀搬到海上世界1.4公里滨海步道，以天为景、以海为幕，为观众献上时
尚创意盛宴。

以运动时尚为主线，链接业界资源，赋能产业发展。自2018年确立
瞄准“运动时尚”赛道至今，厦门国际时尚周紧贴赛道持续迭代升级。本
届时尚周通过论坛、展会、秀场等多个载体，搭建产业界交流合作平台。
其中，“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运动时尚产业发展投资论
坛”围绕投资逻辑与未来消费场景展开深入探讨；“TRENDY UP时尚
秀”汇聚中外运动时尚领军品牌，演绎多元潮流运动文化，展现天然场景
与设计理念、前沿科技与时尚艺术的融合之美；“2022MIXPARK潮流
运动时尚展”上，华为运动健康、秋野地、金史密斯等潮流运动品牌集体
亮相，其间还展开8场行业大咖和先锋品牌之间的沙龙对话，搭建贯穿
产业链多方的行业交流平台。

紧贴体验式消费趋势，营造浓厚时尚氛围。在厦门海上世界，潮流
运动时尚展“营地+乐园”的户外空间营造了多元化的时尚互动体验，滑
板赛、热力健身公开课、街舞展演、街头篮球挑战赛、橄榄球趣味赛等活
动使市民体验到潮流运动的快乐；在厦门湾悦城举办的“Wepadel
Tour”板式网球巡回赛，为市民呈现潮流运动的魅力。

（下转A02版）

本报讯（记者 应洁 通讯员 周
志凤）11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
厦门市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暨
WRC世界机器人大赛城市选拔赛
在位于集美的诚毅科技探索中心
举行。本次比赛由厦门市教育局
主办，优必选（厦门）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成员企业万舜文化产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全市83
所中小学校的282支队伍、603名
选手会聚一堂、同场竞技，比拼动
手实践、创新设计、逻辑思维、团队
合作等多项综合能力。

WRC（World Robot Contest）
世界机器人大赛是教育部认可的
白名单赛事之一，于2015年首次
举办，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影响广
泛的机器人领域官方专业赛事，被

称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厦
门市自2020年起开展“人工智能
进百校”计划，已形成浓厚的人工
智能教育氛围。受厦门良好的人
工智能教育土壤所吸引，世界机器
人大赛城市赛首次登陆厦门，并成
为厦门市第二届中小学人工智能
嘉年华的“重头戏”，为厦门的师
生、人工智能爱好者打造同台竞技
及交流的舞台。

2022年厦门市中小学人工智
能嘉年华相关活动自今年7月启动
以来，已开展了AI师资培训、AI夏
令营等多项活动。在26日的嘉年
华竞技比赛“AI未来”主题项目比
拼中，参赛选手三人一组合作完成
搭建拼装、代码编程等，交出创意十
足的作品。在“生态保卫战”“智慧
工厂”“智慧物流”等主题项目比拼

中，参赛者通过调试机器人的巡航
路线，编程操控完成相应任务。

27日进行的WRC世界机器
人大赛城市选拔赛难度进一步升
级，比赛设置“超变战场”等项目，
对机器人的结构运行要求颇高，选
手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娴
熟的操控技巧，准确、稳定、无误运
行机器人才能完成赛项挑战。

近年来，厦门市积极响应国家
“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号召，不
断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说，本次赛事为我市中
小学生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拓眼界、
交流切磋提供了良好契机，希望小
选手们乘着“人工智能”之风，赛出
精神、赛出风采，把比赛经验应用
到自身的成长当中去，为迎接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启蒙与铺垫。

打造“基层共治圈”
社区旧貌换新颜

厦门日报社新闻大篷车全媒体
大型采访活动走进翔安桐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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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芬
以 2 小时 36
分14秒夺得
女子组冠军

厦马赛道
“一键还原”

新能源公路养护机械设备
首次助力厦马赛道保障，
快速高效完成保洁工作

赛场内外
欢乐有序
跑友展示自我，相互帮
助；亲子家庭上阵沿途清
理赛道垃圾

丰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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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林宇熙）在全省上下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八闽儿女满怀信
心奋进新时代新征程之际，11月27日晚，福建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在南平开幕。省委书记周祖翼
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长赵龙致开幕辞，省
政协主席崔玉英出席。

南平市体育中心灯光璀璨、流光溢彩。20
时，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和省运会会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
省运会会旗、第十七届省运会会旗先后在会场冉
冉升起。

21时许，周祖翼郑重宣布：福建省第十七届
运动会开幕。礼花绽放，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
呼声。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第十七届省运会开
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体育事业发展和全民健身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
代推动体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力推
动群众体育做“广”、竞技体育做“强”、体育产业
做“活”，体育强省建设蹄疾步稳。党的二十大对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出了重要部署，希望广大运
动健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
以最佳竞技状态赛出好成绩，以最好赛风赛纪赛
出好风格；希望组委会统筹疫情防控和赛事组
织，奉献一届简约、低碳、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
希望全省上下充分释放省运会效应，为奋力谱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省领导罗东川、张彦、吴偕林、梁建勇、庄稼
汉、薛卫民出席开幕式，副省长李德金主持，南平
市委书记林瑞良致欢迎辞。

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生动展现清新福
建发展的喜人成就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展示了全
省上下万众一心、勇毅前行的昂扬精神风貌。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省运会
射击冠军卢雯欣，全运会、亚运会沙滩排球冠军
李健，世界举重锦标赛冠军吴景彪，女排奥运冠
军侯玉珠共同迎接火炬入场，侯玉珠点燃了主火
炬，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本届省运会以“青春省运、山水武夷”为主
题，来自全省约2.3万名运动员角逐80个大项、
1307个小项比赛。

我市生物医药产业
再添创新平台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尽展光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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