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网站“在线访谈”

通 告
2022年11月30日（周三）上午9：00－10：00，市发改委

领导做客厦门市人民政府网，解读《厦门经济特区粮食安
全保障规定》。

欢迎市民、企业人士登录www.xm.gov.cn“在线访谈”
栏目踊跃提问，积极参与,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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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区马巷街道桐梓社区：

城中村换新颜 居民又搬回来了

基层声音

记者手记

文/本报记者 曾嫣艳
图/通讯员 朱毅力朱毅力
近日，翔安区马巷街道桐梓社

区居委会的三楼会议室内，在社区
党委副书记朱金座的组织下，党
员、社工、退休干部们翻开本子提
起笔，开始了一场主题学习会。这
是本月以来，桐梓社区组织的第三
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
活动。

大家一起分享感悟，交流学
习心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
76岁的老党员朱云油看来，感触
最深的要数社区的改变。“不仅环
境变美，居民的素质和意识也跟

着改变。”他说。
近年来，桐梓社区两委一直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投入人居环境
整治、城中村治理等一系列行动
中，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全部清退，垃圾
回收房和铁皮屋全部清除，原来的

“垃圾村”，如今焕然一新。
居民感受着社区变化带来的

好处，观念和意识也慢慢随之改
变。跟朱云油一样，不少居民没事
就将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并主
动加入志愿者行列。大家从“催着
干”到“主动干”，纷纷为家园向好
献策献力。

“整治后的社区，空气变得清
新怡人，居民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桐梓社区老
人协会常务副会长朱云滩说，曾经
因为社区环境不宜居而搬离的居
民，纷纷搬回来居住，社区不仅环
境变好，治安也变好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为我们基
层治理指引了方向。”在桐梓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尧兵看

来，政策落实效果如何，民生实事
干得怎么样，只要是群众的声音，
社区都要认真倾听、高效落实，只
有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才能
打造好“基层共治圈”。

下一步，桐梓社区还将积极探
索基层社区党建引领新模式，引导
社区党员干部做好群众的“贴心
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

本报记者 蔡绵绵
通讯员 张晓琳
近日，记者走进国道324复线

（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项目现场，
在党员活动室，一堂《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党课正在进
行。

开展党课的，是市交通运输局
质量安全中心党支部与路桥百城国
道324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
项目临时党支部。在市交通运输局
的指导下，两个基层党支部充分发
挥联合共建优势，通过开展“冒热
气”“接地气”的学习活动，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项目建设一线落地生
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不
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项目
代建单位技术负责人、临时党支
部的书记蔡继忠表示，这支由代
建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共三十几名党员组成的队
伍，围绕“项目一线如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这一主题，设立
党员先锋岗、青年示范岗、工人模
范岗，主动亮身份、亮承诺、亮党
旗、亮作为，遇到难题急事，党员
冲锋在前，让广大一线建设者们
团结在项目中，让党旗在项目建
设一线高高飘扬。

“党员力量拧成一股绳，不断突
破创新、攻坚克难，实现党建与施工
生产双促进。”蔡继忠表示，该项目
目前主要进行主线桥梁下部结构及
箱梁、部分路基路面以及综合管线
工程施工，桥梁工程现已完成
90%，计划今年年底实现主线桥贯
通目标，预计明年五月完工。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闽西南协同
发展区交通大动脉，推动厦漳泉同

城化建设。
除了国道324复线（同安段）二

期完善工程之外，近期，我市交通建
设重点项目正在打响全年“收官
战”——新324国道（灌新路-凤南
七路段）提升改造工程坂头立交以
东段竹仔坑隧道左洞顺利进洞施
工；集美大桥桥头改造提升项目即
将竣工验收；海翔大道（公铁立交-
香山段）提升改造（集美段）主线也
贯通在即。

“充分发挥质监优势，努力提升
工程质量。”市交通局质安中心党支
部副书记、副主任刘奎太表示，质安
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以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为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在服务中心工作、保障民生项目、助
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不断聚力突
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
设质量强国、交通强国。“这让质监

人更有信心和力量。我们将凝心聚
力，确保全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高
质量推进。”刘奎太介绍，在对国道
324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的
监督服务中，中心重点推进工程质
量、安全、廉政建设，力促“四新”技
术引进，指导该项目工程建设标准
化、信息化管理，督促落实施工围挡
建设、扬尘治理及安全文明施工，不
断营造创建文明典范城市的良好氛
围。今年以来，质安中心所监督的
在建交通建设项目，在全市扬尘考
评中均取得高于80分的成绩，其中
超过一半项目成绩高于85分。

“未来，质安中心将以树立‘质
安尖兵 品质立行’党建品牌为契
机，继续围绕质量、安全、文明、绿色
施工四个方面，严把建设程序、关键
工序、薄弱环节、交竣工验收四个关
口，不断促进工程质量安全水平提
升，增进民生福祉。”刘奎太说。

首届中国安居乐业展洽会
明年5月亮相鹭岛

将展示衣食住行、健康养老、智能家居等
社区生活有关内容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11月26日，记者从在日航酒店举
行的中国安居乐业发展峰会暨第五届业委会工作交流会上获
悉，明年5月，首届中国安居乐业展洽会将在厦举行，将展示与
社区生活有关的衣食住行、健康养老、智能家居、小区配套设
施、楼盘物业等，目前已有全国各地两百多家参展商报名参加，
展览面积预计在3万到5万平方米。

前日的交流会上，全市200多个业委会相关负责人齐聚一
堂，围绕党建引领、社区互助、供销体系建设、信息共享、标准化
建设、精准社区慈善活动、城市协作等领域深入探讨，共同推动
美丽社区建设，共创美好家园。

交流会提出，中国安居乐业展洽会执委会将通过发挥各业
委会的特点，力争在未来五年，建立安居乐业元宇宙供销平台，
在平台上设立元宇宙供销社500个，设立社区互助中心，帮扶
助学、社区孤寡、残弱群体不低于500个等；同时要设立多个专
业委员会，内容包括电梯及设施安全、消防安全、社区互助等。

厦钨新能将新增
2万吨磷酸铁锂产能

计划2024年4月投产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近日，记者获悉，由于磷酸铁锂市场

增势强劲，为满足市场需求，厦钨新能将新增投资额4.44亿元，
在雅安一期2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线基础上，新增2万吨
磷酸铁锂产能。项目建设周期为17个月，计划在2024年4月
投产。

去年，以三元材料、钴酸锂为主业的厦钨新能基于磷酸铁
锂的市场前景，在雅安投建磷酸铁锂产线。按照计划，将分期
建设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产线，其中首期规划产能为2万吨。
截至目前，首期2万吨产能部分产线已点火投产，预计将于
2023年全面投产。厦钨新能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磷酸铁
锂电池需求量不断增加，现有产能已不能满足下游需求，所以
决定扩产。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磷酸铁锂电池以其性价比及安全性优
势，在装机量上反超三元电池，重回市场中心，市场份额持续领
先。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今年1—10月，
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机量224.2GWh，同比增长108.7%；其中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机量136GWh，占比60.6%，同比增速达
155.6%。

当前，厦钨新能正试图以差异化打出竞争优势。公司相关
负责人指出，厦钨新能规划的磷酸铁锂产能与目前市场上主流
技术有一定差异，在低温性能方面、倍率性能方面提升明显，主
要的目标市场是对低温性能有要求的动力电池领域、储能领域
和对倍率性能有要求的特种电池领域。

社区家庭企业联动节水
湖里区历时四个月的“生命同源·节水同行”

主题系列行动收官
本报讯（记者 叶舒扬）历时四个月的“生命同源·节水同

行”——湖里区社区、家庭、企业联动节水主题系列行动日前圆
满收官。为感谢社会各界对“生命同源·节水同行”主题系列行
动的大力支持，湖里区河（湖）长办于近日特别组织了节水行动
总结表彰会，邀请参与本次主题系列行动的企业、单位、社区和
家庭代表共同就“节约水资源”话题，说心得、谈经验、做交流。

湖里区“生命同源·节水同行”主题系列行动以“家庭节水-
社区节水-企业节水”联动三部曲为主线，从社区居民家庭入
手，开展家庭节水实践和家庭节水发明小妙招征集活动；并组
织湖里区节水型企业单位和社区开展节水行动宣讲、节水图片
展、节水实践优秀案例分享等活动，向社会各领域宣传展示湖
里节水型社区（小区）、家庭和节水企业的节水经验和优秀案
例；同时引导湖里更多的社区（小区）、家庭和企业参与到节水
创建工作中，开启湖里全民节水行动，以树立节约用水思想观
念、履行节约用水义务为目标参与节水实践，积极倡导社会各
界树立“爱水、惜水、节水”的社会风尚。

党群合力 扮靓家园
昔日的“臭水潭”，装上滤水循环

系统，池水清澈见底；堆积如山的垃圾
被清扫一空，铁皮房、鸡舍鸭舍等乱搭
乱建被拆除，腾出的空地大多用于绿
化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进村的主干
道旁，规划了整齐的停车位……

如今的桐梓社区，已成为翔安区
首批城中村治理的示范社区。

从前，这里是厦门大部分废旧物
品的回收集中地，垃圾数量众多，污水
肆意横流。桐梓社区成“废品收购
村”，用了四十年；因蜕变获新生，用了
不到两年。可以说，桐梓的改变，在于
社区两委和居民的齐心协力。雁阵行
不行，得看头雁灵不灵。社区两委干
部带着敢干事的担当、能干事的能力
和干成事的决心，积极主动地为群众
办实事。社区两委干部敢于求新求
变，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
被调动起来，一起动手美化家园。桐
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尧兵
说：“为了家园变美，居民做出了牺牲
与贡献。下一步，我们要推动‘四统
房’建设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有效
利用，让居民的腰包鼓起来。”

桐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朱尧兵：我们将通过组织集体
学、个人学、相互谈、专题讲等形
式，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落地见效，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推动工作打开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的强大动力。

桐梓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朱清
费：做社区工作就是做基层群众工
作，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将立
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始终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
旨，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急难愁盼
问题。

国道324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项目预计年底
实现主线桥梁贯通

交通建设重点项目打响收官战

学习手记

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
的坚强战斗堡垒。

如何打造战斗堡垒？市交通局
质安中心党支部与路桥百城国道
324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项
目临时党支部探索出一条路子——
双方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党建
齐抓共融凝聚起发展合力。

党建共建后，双方致力推动党
建与施工生产、安全质量把控等工
作高度融合，如今，他们计划“再上
一层楼”：比如探索如何将智慧党建
融入项目生产一线、数字化的监管
服务怎样助力项目实施质量安全监
督等。相信随着工作的推进，这一
战斗堡垒将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治理后的桐梓社区治理后的桐梓社区。。

国道国道324324复线复线（（同安段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主线桥梁即将贯通二期完善工程主线桥梁即将贯通。。
（（路桥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路桥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供图供图））

中国自动化大会在厦举行
聚焦双碳、国产自主化、智能制造等热点领域

本报讯（通讯员 吴江辉 记者 应洁）11月26日，2022中
国自动化大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数智赋
能 共创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自动化学会、福建省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华侨大学、厦门市科学技术局、福建省自动化学会、福
建省机械工程学会承办 。

本届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安排7场大会报告、32场
专题论坛，涵盖双碳、国产自主化、智能制造等多个前沿热点领
域；以线上论文交流方式，围绕工业机器人与服务机器人等30
个方向，接收论文数量达1400余篇，为专家学者、产业同仁提
供展示创新成果、展望未来发展的高端学术平台，共同探讨新
时代新征程自动化领域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

中国自动化大会是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
术会议，自2009年首次举办，现已经成为我国自动控制、仪器
仪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智能制造等领域最具影
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

（上接A01版）
近年来，我市围绕“运动时尚”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链、人

才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作为我市运动时尚产业的见
证者及推动者，厦门国际时尚周以“聚焦运动时尚，关注时尚新
消费”为定位，不仅打造多维度的时尚消费场景，更通过设计与
资本赋能，服务厦门设计、厦门品牌，推动时尚周与产业良性互
动，为我市构建“4+4+6”现代产业体系注入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