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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厦门进出口增近三成东盟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本报讯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厦门市外贸进出

口6570.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9.5%；其中进口3410.3亿
元，增长37.2%，出口3159.9亿元，增长22%。

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份以来，厦门市外贸进出口值连续 3
个月在 800 亿元以上高位运行，9 月份当月进出口 815.9 亿元，
增长 16.6%；其中进口 425 亿元，增长 20.8%，出口 390.9 亿元，增

长12.5%。
据介绍，前三季度，东盟、美国和欧盟是厦门市前三大贸易

伙伴，厦门市对上述国家（地区）分别进出口1168.2亿、855.9亿和
714.5亿元，分别增长23.5%、32.6%和27.5%。同期，对RCEP、一
带一路和金砖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23.2%、26.2%和18.4%。

前三季度，厦门市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最大市场主体地位，累

计进出口2370.5亿元，增长41.1%；同期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分别增长28.8%和18.6%。

前三季度，厦门市出口机电产品1399亿元，增长17%；出口
纺织服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913.3 亿元，增长 3.8%。同
期，进口机电产品723.1亿元，增长26.7%；此外，进口农产品和铁
矿砂分别增长53%和40.2%。 （杨经纬）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人员转运组信息
联络小分队齐心协力、精心组织、连续作战，发挥
信息联络“轻骑兵”作用，协同城管局、属地镇街等
完善机制，推动信息共享纵深应用，共同打好人员
转运战。

一、运转机制谋“全”，打好“准备战”

一是组建信息联络小分队。随着转运信息量
的日益增加，为增强防疫队伍力量，人员转运组于
9月 17日起陆续抽调 4名工作人员组建信息联络
小分队，全面负责管理转运信息的接收、派单等工
作。二是梳理核酸检测结果处理流程。结合工作
实际，按照转运组领导指示要求，形成“核酸检测
结果处理流程图”，细化工作流程与处理措施，明
确对应的责任主体职责要求，确保信息接收、任务
处置规范化。三是明确工作群信息处理规范。在
注意信息安全、保守工作秘密的前提下，联络小分
队人员全员加入“密接转运核心信息报送群”“转
运急件群”“应急转运群”“封控群”“病例派单群”
等工作联络群，并按照各工作群信息收集、任务处
置规定要求，凝聚各方业务骨干力量，让责任压实
到人、事情落实到位。

二、指令渠道理“顺”，打好“指挥战”

一是建立信息中转站。为畅通信息指令渠
道，确保疫情信息指令的有效性、及时性，明确由
转运联络小分队作为“信息中转站”，专门开设“同
安管控转运联络人”专用号，由小分队人员内部轮
流处理，对外统一标识，便于指令协调。二是统筹
汇总指令信息。联络小分队24小时无休处理，“同
安管控转运联络人”专用号统一接收各级渠道转
运指令信息，让信息发布由“碎片化”走向“一体
化”，实现数据同源发布，有效避免出现“多头指
挥”乱象。三是辨别分类处理信息。按照工作紧

急程度，坚持“一个口子对外”，分别在不同工作群
中派单发布指令。对于普通的转运信息指令，由
联络人专用号下发至“下达任务群”中，由转运小
组接收处置。对于急需转运处理的，则专门在“转
运急件群”中下发任务，同样由联络人专用号统一
发布。

三、工作环节打“通”，打好“攻坚战”

一是及时告知转运指令信息。除了下发协查
函明确转运指令外，对于各级渠道发布的病例信
息、流调时空轨迹、封控建议等，联络小分队第一
时间转发至镇街、城管部门及督导组负责人，督促
尽快转运病例同住家属等，有效降低疫情扩大的
风险。二是及时传达封控管控建议。注意梳理封
控管控建议所涉及镇街，实现对点传达、精准发
力。同时将管控涉及人员流调信息等同步发给同
安城建、管控督导人员，多方协同推动任务指令落
地实施，充分遏制疫情扩散趋势。三是高效处理
指令反馈问题。对于协查函中信息不全造成隔离
酒店难以接收、转运过程中发现居住地非本辖区
内等问题，联络小分队全力打通指令下派堵点，多
方协调沟通求证，及时反馈修正，共同筑牢疫情防
控防线。

四、业务处理求“快”，打好“阻击战”

一是加强培训提高业务能力。组织工作人员
参加“企业微信转运及酒店接收培训会”，全方位
了解转运派单系统业务模块，提高业务素质与能
力。二是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对于区疾控中心
及领导交办的信息推行“首问负责制”，做到首问
必答、首问必释、首问必果。做好急件要件提醒，
联络小分队按照主要领导要求及属地镇街意见建
议，及时交办催办，“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同时安
排专人专岗跟踪、督办派单转运进展情况，建立日

报制度，贯彻每日一清、每日一报原则，做到“件件
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三是协同疏通信息痛点。
针对信息传达过程中出现的信息缺失、错误等问
题，凝聚公安局、疾控中心、镇街以及教师、志愿者
等多方力量，通过数据库调阅、现场核查校验信息
以及电话联络确认等方式，打通疫情防控信息“最
后一公里”，全面实现人员转运“清零”目标。

五、信息沟通做“稳”，打好“保卫战”

一是妥善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对于疫情期
间群众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渠道反映的问题，如通知
转运却迟迟等不来、被隔离却没有及时安排饮食等
情况，马上联系相关单位核实跟进整改。二是协调
做好群众安抚工作。对于转运或隔离过程中部分
群众出现焦虑不安、甚至恐慌等负面情绪，及时联
系镇街及隔离场所组人员进行安抚与心理疏导，让
群众科学认识疫情、正确对待转运隔离。三是发挥
联络小分队信息沟通作用。对于镇街反映核查转
运派单、协助转运解除隔离人员，公安部门反映人
员信息核查，城管部门反映需分类密接、次密接人
员等各类问题，联络小分队均第一时间交办处置，
反馈正确信息指令，确保转运工作稳妥推进。

六、档案管理落“实”，打好“收官战”

一是实行“一函一档”管理。注意梳理疾控来
函情况，对比来函时间、派单时间，做到来函必录、
一件不漏。二是理清区外来函情况。梳理市里及
其他区疾控部门来函协查转运派单情况，通过区域
内外联动协查，实现“应隔尽隔，一个不漏”。三是
完善派单转运人员明细表。对转运数据进行规范
化标准化转换，建立汇总目录与人员明细表的对应
关系，完善密接及次密人员联系方式、所属镇街等
项目，实现通过关键字搜索即可快速准确定位数
据，在人员即时查询、台账闭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10月 7日 21时起，厦门市全市实现中高风险
地区“清零”，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作为厦
门市 8 个重大片区之一的环东海域新城同安片
区，马上按下“重启键”，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10月 7日上午，环东海域新城指挥部常务副
总指挥柯玉宗召集各部室人员进行复工复产工
作动员，要求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
投入建设生产。10月 8日上午，常驻副总指挥陈
江生召集各业主、代建单位等，召开复工复产工
作部署会。10月 8日下午，同安分指挥部马上召
集各代建单位和属地镇等进行传达部署。新城
片区各建设单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根据复工复产规范逐步有序开展
工作。

10月9日—10月10日，特房海湾公司组织各
代建项目部开展复工复产前核酸检测工作，对银
城智谷、环东海域医院、环东海域新城文体公建
群景观慢行桥、西柯安置房、西柯安置房二期、刘
埭嘉园安置房等在建项目全员覆盖核酸检测。
通过检测工作，结合返岗人员信息采集，各代建
项目部充分掌握返岗人员最新健康状况、行动轨
迹、现居住地风险等级等信息，最终确定返岗名
单，为各在建项目全面复工做好准备。10 月 11
日，特房海湾公司各在建项目2000多名建设施工
人员已全员复工。

同安区西柯镇党委、政府在疫情防控取得阶
段性胜利之后，立即有序组织复工复产，继续推
进西柯镇重点征拆项目进度。10月9日上午拆除
西 柯 北 片 区 项 目 盛 辉 工 贸 房 屋 ，拆 除 面 积
5696.10m2。10月 10日组织拆除洪塘头北部东侧
片区用地项目（霞尾里）2栋住宅房屋，拆除面积
1378.63m2。10月 11日组织拆除洪塘头北部东侧
片区用地（霞尾里）项目 2栋住宅房屋，拆除面积
859.6m2。

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制定了详实的
复工计划和复工措施，严格控制项目人员出入，
落实人员健康监测，区域消杀、卫生管理等措
施。为了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施工
现场安全施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特制订复工
检查方案，并根据《复工检查方案》在复工前对本
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到位。10月 10日，洪塘头北部配套道路工程、潘
涂北部配套道路工程、美山路地下综合管廊等 3
个市百城公司代建项目，共有建设施工人员 267
人已全员复工，现场生产物资和防疫物质供应正
常，能够满足项目日常生产需求。

厦门象屿港湾公司复工前通过项目管理工
作群统计各班组可到人员数量（健康码为绿码及
按规定完成核酸检测人员），细化落实管理人员
和各班组施工人员到岗时间；采取交通和伙食费
补助等措施，动员各班组积极组织施工人员；充分利用施工现场的材
料组织施工；积极组织采购钢筋、混凝土及模板等材料，待解封后第
一时间能运抵现场；统计现有防疫物资保障项目复工满足防疫要求，
后续加大消毒液、口罩等物资采购。复工第一天，象屿港湾公司召开
复工安全生产会议，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租赁单位等相关负责
人对项目进行复工安全检查，特别是对起重机械、深基坑及临边防护
等，发现安全隐患时，定人限时落实整改到位后分段复工。10月 10
日，同安仰正中学（高中）工程、环东海域新城官浔中学项目等5个项
目，共315人已全部复工。

十一长假时间，新经济产业园积极组织防疫工作，落实人员核酸
检测，留守园区的200余名工人结果均为阴性。为保证工程安全有序
建设，特房新经济产业园复工前开展一次全员排查，掌握员工最新的
健康状况，重点审查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本人和同住人员行动轨
迹、现居住地风险等级等信息，确定复工复产人员名单。10月10日，
特房新经济产业园 3个地块共 525名建设施工人员已全部复工。在
保障施工现场和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的同时，铆足全力抢进度，打造
优质工程，确保建设进程按计划完成。2021年10月，新经济产业园一
期实现全面封顶。

坐标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南安头村，一个新
的葡萄品牌—古塬衡岭，渐渐形成。这里绿水青
山，这里人杰地灵，古塬衡岭万亩葡萄生产基地坐
落于此。葡萄种植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这里汇
聚，丘陵地带，土地肥沃，日照充足，空气流通，日
夜温差大，水利设施全。当地葡萄种植也有先发
优势，早在 1997年在镇党委政府引导下就开始种
植葡萄，并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禀赋，产业基
础，浑然天成。

先天优势是自然的馈赠，后天的突破就是努
力和机遇的结合！时间回溯到 2018年，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当地政府提出发展农村“一村一
品”的战术部署，乡风淳朴的南安头村，以常福泽

为核心的 9位果农大户响应号召，自发成立了“南
安头村提子协会”。在各级领导关怀和支持下，协
会团结广大果农，将加入协会的果农组织起来，以
科技兴农为指引，引进和学习先进的葡萄种植技
术，改变陈旧的观念，从土地源头入手，施用麻博
士微生物菌肥，改善重金属和农残污染，修复土壤
结构。从葡萄生产的种植技术、施肥减药、流程管
理、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规范标准，统
一管理。定期对果品质量进行检测，确保高产优
质，果品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古塬
衡岭葡萄产业的发展壮大。

目前，基地的红提葡萄种植面积扩大到1.5万
亩，阳光玫瑰等特优葡萄品种达到 2000多亩。古

塬衡岭葡萄，具有粒大饱满、色泽鲜艳、糖分高、口
感好、储藏期长、便于运输等优势，畅销全国各
地。协会近年来还建立配备了15座标准化冷库和
25个设施齐全、人员培训有素的服务网点。很好
地优化了产供销环境。

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果品质量认证也是
品牌塑造的关键，协会向国家农业部审报＂古塬
衡岭葡萄绿色食品＂品牌认证。去年10月已成功
获批，并注册商标，品牌影响力大增，鼓舞了广大
果农的生产积极性。

基地葡萄连年喜获丰收，极大地提高了果农
的生活水平，彻底解决了 35 户贫困户脱贫难题。
让更多农户走上致富之路，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

未来，协会将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探索现代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路径，将现在的碎片化、个体经
营模式逐步升级为以百亩为单位，向模块化，机械
化的规模经营、科学管理模式迈进。并进一步延
长产业链，筹建葡萄深加工工厂，提高产品附加
值，提升效益，增加果农
收入，实现农业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抓住乡村振
兴的时代机遇，做大做强
古塬衡岭葡萄这块金字
招牌，为了产业更兴旺，
乡村更美丽，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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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信息“轻骑兵”作用协同打好人员转运战
■ 厦门抗疫人员转运组 陈火生

9 月中旬，厦门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根据省委要求，市长、市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总指挥黄文辉下沉同安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坐镇一线，
指挥部下设各工作组积极应对疫情。为了总结地方抗疫经验，本版特邀厦门抗疫一
线人员把亲身经历梳理成文，细化抗疫过程中“人员转运”这一重要环节组织工作，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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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品创名牌 万亩红提香万里
河南古塬衡岭万亩葡萄生产基地采风

■ 特约记者 贾永泉

灵宝市焦村镇南安头古塬衡岭葡萄万亩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