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佘峥）厦门
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报名换地
了！手机也可以报！

市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厦
门市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报名
迁移至“厦门i教育”平台——
从现在起，登录“厦门i教育”平
台，即可进行考试报名、准考证
打印及考试成绩查询。

两个方式可进入“厦门i教
育”平台：一、“厦门i教育”微信

公众号（移动端，即手机）；二、
“厦门 i教育”网页端，网址：
https://www.xmedu.cn/#/。

在厦门，普通话水平等级
测试一年考11次，只有12月
份休整。市教育局说，2023年
1月普通话水平等级报名时间：
12月1日9点15分开始，报名
时要到报名平台上注册。

报名指南可以上本报教育
类微信公众号“厦门招考”查询。

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报名迁至“厦门i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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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今日，新版“i厦门”App在
上线4周年之际，推出“i厦门”App6.0版本，新版本在

“千人千面”精准服务、提升跨部门办事效率、适老化改
造、人机互动体验等方面做了全面提升。

作为全市综合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的统一入
口，在厦门市大数据管理局的统筹指导下，紧贴用户
需求特点与关注重点，“i厦门”App持续更新迭代，
持续推动各项利企便民政策和办事服务直达直享、
一站办理，实现精准化匹配和个性化推送。此次新

版本特别实现了“千人千面”精准服务功能，通过消
息精准推送，主动触达用户，可将每个用户实际需要
的政务服务推送到手机里。新上线的“AI小助手”功
能，让“i厦门”变得更智能、“更懂你”，可以根据用户
画像、使用历史及热门服务等，在App首屏聚合板
块精准给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

同时，新版“i厦门”在民政、教育、区街（湖里）
等重要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持续有新的突破。如，

“敬老爱心码”面向老年人用户，能实现反向扫码；

数字人民币支持课后服务缴费，为市民打开新的数
字支付领域；“厦门爱车行”充分发挥消费监督作
用，让汽车维修市场更透明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i厦门”平台聚合各类应
用系统269个，实现应用服务530项，3000多个可
办理事项，实名注册用户超850万。值得一提的
是，作为厦门市课后延时服务平台，“i厦门”入选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组织开
展的“党政信息化最佳实践案例”。

历经30年的磨砺，漳州开发区已初步建成宜业
宜居的滨海新城，实现从无到有、由小变强的华丽蜕
变。2010年，漳州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近十年来，社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主要经济指
标屡创新高，2021年GDP增长9%。依托港口带动，
该区形成初具规模的临港产业集群。

30年来，漳州开发区传承“招商血脉、蛇口基因”，
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合作，加快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打造形成六大方面的
发展优势：一是区位优越，该区与厦门经济特区一水
之隔，海上距离仅3.5海里，海上穿梭巴士往返厦门仅
15分钟，是厦漳同城化建设和厦漳泉都市圈核心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交通便捷，厦漳跨海大桥、沿海大

通道已陆续建成，立体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快速融入
厦门湾半小时生活圈；三是港口成熟，拥有招银、后
石两个厦门港重点港区，建成17个码头泊位，拥有
福建省最大的散杂货公共码头和水深条件最好的集
装箱专用泊位；四是环境优美，依托山海资源，以海
港城市、海防文化、海滨生活为主格调，城市绿化率、
空气优良率位居全市前列。五是配套完善，基础配
套齐全，商业、文化等公共设施完备，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体系健全，打造了“厦大系”教育品牌。六是服
务高效，开发区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针对重大
产业项目，提供“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等定制化政
策，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
大。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吴燕
如 通讯员 李启华）以“走进科
技、探索科学、挑战不可能”为
主题，一场丰富多彩的科技竞
赛活动于26日在思明区嘉莲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

现场，来自厦门第二实验
小学、莲花小学、松柏小学、厦
门五中小学部的学生分别组队
比拼技能。“立扫把”“筷子提
米”“乒乓球悬浮”“斜立易拉
罐”“立鸡蛋”——有趣又充满
挑战的比赛项目活跃了现场气
氛，孩子们专注地进行比拼，家
长们在一旁鼓劲加油。

“这种活动很好，不仅能学
到科学知识，还让孩子感受到
科技的奥妙，希望以后场馆多
举办这种益智活动，在实践中
学习科学知识，促进孩子全面
发展，增强创新意识。”陪同孩
子来参加活动的陈女士感慨
道。

嘉莲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活动激发青少年爱科学、讲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培
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本
领，充分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文
化素养。

◀孩子们挑
战乒乓球悬
浮项目。

思明区嘉莲街道

科技竞赛 孩子勇于挑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媛迪 陈
笑雨 林倩倩）2022年厦门大学

“海洋嘉年华”学术文化月近日
开幕，同时面向厦门部分中小
学开放。

学术文化月是厦门国际海
洋周的配套活动之一，由厦门
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近海海
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办，环境与生态学院协办。

“海洋嘉年华”学术文化月
将持续到12月，包括海洋科学
开放日、海洋文化展、“听，海的
声音”趣味海洋系列讲座、海
Young乐园科普体验、八闽园
红树林实验室参访、海洋知识

竞赛、海洋文化科技创新创意
大赛、70.8海洋科普高峰论坛
等8项活动。

校方表示，这一学术文化
月不仅兼具趣味性与科学性，
还将带领公众，尤其是青少年
认识海洋，从而关心海洋。

开幕式当天，厦门一中、
科技中学、音乐学校、翔安第
一实验小学、翔安九溪小学、
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
学参加了“海洋嘉年华”活
动。除了趣味性的科学游戏，
厦大还向中小学生开放了多
个重点实验室，让大家近距离
接触海洋科学。

厦大海洋嘉年华
面向部分中小学开放

“i厦门”App推出6.0版本

政务服务可按需推送至手机

一天9项目签约
总投资 亿元6363..88

2022年漳州开发区（深圳）招商引资推介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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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推进
厦漳区域协调发展

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李百
安：经过 30 年的艰苦创业，昔
日偏远荒芜的小渔村已成为初
具规模的宜业宜居的滨海新
城，成为福建省、漳州市和厦门
湾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未
来，招商局将进一步深化与福
建省的新一轮战略合作，一如
既往大力支持漳州开发区的发
展，全方位推进厦漳区域协调
发展，衷心希望粤澳港大湾区
特别是深圳的优秀企业，多到
漳州、多到漳州开发区参观考
察、发掘商机、投资兴业。

为企业提供
最优服务

漳州市副市长林少金：漳
州开发区是漳州港口经济发展
的龙头、漳州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厦漳同城化的“排头
兵”。招商引资是当前漳州市
委、市政府和漳州开发区重中
之重的工作，漳州对前来投资
兴业的企业始终配套最优服
务，全力提供“妈妈式”服务，坚
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
到、说到做到，全面为项目建
设、企业发展做好各项要素保
障，真诚邀请深圳的优秀企业
到漳州展大志、成大业。

护航项目
高效发展

漳州开发区党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黄强中：漳州开发区
与打响中国改革开放“开山第
一炮”的蛇口工业区，均由招商
局集团主导开发。经过 30 年
发展，该区推进区域综合开发，
已从荒滩野岭的小渔村逐步建
设成为区位优越、配套完善、产
业集聚，宜业宜居的滨海新
城。漳州开发区将努力打造更
优的营商环境，以最周到、最贴
心的“妈妈式”服务，护航项目
高效发展，助力企业腾飞发展。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 通讯
员 许小燕）26日，在招商局创立150周年
和漳州开发区建区30周年之际，漳州开发
区在深圳蛇口举行2022年漳州开发区（深
圳）招商引资推介会。活动围绕“深话合
作 漳显未来”的主题，进行产业推介、交流
研讨、合作对接，吸引新能源汽车、海上风
电等相关产业有关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投
资机构等领域的嘉宾踊跃参加。

推介会取得丰硕成果，共有9个项目
签约，总投资额达63.8亿元。项目包括东
方电气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中集
集装箱板块新型储能装备集成项目、招商
港口后石港区2号泊位项目、中科云杉智
能汽车毫米波雷达制造项目、氢蓝时代（福
建）厦门湾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中南高科芯
智谷项目、招商车研（福建）汽车检测项目
等7个投资项目，以及漳州开发区与嘉庚
创新实验室合作打造的燃料电池产业研发
生产基地、与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
合作的新能源汽车等2个项目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近几年来，漳州开发区立足实体产业发展，持续
深入实施产业大提升工程。该区积极抓住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强产业谋划，围绕高端装
备制造、食品产业、现代物流、文旅健康、数字化等产
业领域，打造“3+2”产业体系，强化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根据产业特点与区域产业基础，该区重点推进海
上风电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

漳州开发区是福建省内开发海上风电的最佳地
区。一是港口条件，该区拥有充足的成熟港口用地可
供开发，且陆域纵深达到620米以上，充分满足海上
风电装备出运的载体空间要求。二是产业配套，开发
区及周边聚集了豪氏威马、中信重工、厦船重工等行
业龙头，形成以海上风电钢结构和安装施工设备制造
的产业集聚。三是出运条件，2020年中信重工实现
了全国最大的海上风电单桩出运，豪氏威马码头配套
的擎天吊最大吊装能力达到2600万吨，属于世界顶
级装备。此外，招商局集团积极参与海上风电开发业

务，在资源整合、业务协同等方面具有优势。近期，该
区重点关注港口及园区开发合作、大功率主机、核心
零部件生产制造。计划到2025年，初步建成海上风
电全产业链产业集群。

对于新能源商用车领域，该区在2019年引入威驰
腾新能源汽车，主要从事新能源高端商用车生产，产品
已出口至欧美、澳大利亚等地。该区将以威驰腾新能
源汽车为培育龙头，引进新能源商用车上下游配套企
业，打造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基地、新能源储能装备制造
及研发基地和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不断补链延链
筑链强链，加快形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能源商
用车产业集群。该区重点关注商用车整车生产、汽车
零部件制造、充电桩及氢能装备制造产业等方面，加快
引进有上市潜力的关键汽车零部件企业以及特色商用
车整车制造企业。计划到2025年，培育3-5家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和一批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关键零部件及配套服务企业。

港口带动 打造形成六大方面发展优势

发展规划 重点推进海上风电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

▶招商引资推介会现场，九大项目举
行签约仪式。 （通讯员 郑游楚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敏 通讯
员 曾蓁）天气渐凉，请喝好茶，
银联携手中茶海堤茶叶为您带
来满减优惠。即日起至12月
31 日，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在“奖励中心”领取中茶
海堤茶叶优惠券，到厦门地区
指定门店使用并核销即可享优
惠。

据悉，本次活动可领取的
优惠券有三种，包含“满 300
元减 50 元”优惠券、“满 150
元减20元”优惠券以及“满88
元减 10元”优惠券。优惠券
领取后有效期为 24 小时,最
迟承兑时间不超过2022年12

月31日23:59:59。单用户每
天每种优惠券可以领1张，封
顶3张，整个活动期间累计限
领取9张。在付款时，每笔订
单限使用一张优惠券。优惠
名额有限，领完即止。

更多活动详情和优惠请登
录“云闪付”App查看。

到“云闪付”App领券
惠购中茶海堤茶叶

▲漳州开发区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图为卡达凯斯风情小区。
▼漳州开发区招银港区码头。 （漳州开发区 供图）

本报讯（记者 罗子泓 通讯
员 陈雅）面对灾难中的生死抉
择，人性的自私应不应该被谴
责？校园消防管理是以惩罚为
主，还是以教育为主？25日下
午，我市首届高校消防安全辩
论邀请赛决赛在集美大学举
行。这是我市首次针对大学生
开设消防安全主题辩论赛，活
动由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消
防救援支队联合主办，吸引线
上线下八千余人次观看。

经过前期角逐，厦门大学
和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和厦门
理工学院分别进行冠军、季军

争夺战。现场，参赛选手旁征
博引，各抒己见，在一对一质
询、自由辩等环节展开激烈交
锋。最终，华侨大学夺得本届
辩论邀请赛的冠军，厦门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分获二三名，集
美大学获优胜奖，“最佳辩手”
称号则被厦门大学学生吴择荣
收入囊中。

据悉，本届辩论赛赛程为
期半个多月，辩题围绕消防安
全责任制落实、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养成、校园消防安全管理
方式等消防安全领域热点问题
进行设置。

我市举办首届高校消防安全辩论邀请赛

大学生纵论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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