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新韻，千年翔安正在譜寫 「島內外一體化
、廈漳泉同城化」時代的風華新篇章。

在許多人的眼裡，翔安正處在最好的一段發展
時期，發展勢頭強勁。翔安隧道通車，機場開建，
南部港區年底竣工，廈大翔安校區 9 月開學，新增
兩個三級醫院，科教文衛交通各項事業全面發展，
翔安經濟正以騰飛之勢飛速發展。

同時，坐擁閩南廈漳泉的咽喉要道，更兼對台
對金門最近的區位優勢，加上島內外最自然無污染
的生態環境和75公里長的最長海岸線……

這就是現在的翔安，千年古城煥發新韻，下個
十年厚積薄發，後發優勢潛力無限，一個宜居宜業
的好地方。

發展最快：建區9年新城快速崛起
翔安有着1700多年古城文化歷史，馬巷鎮還曾

名列閩南四大古鎮之一，但直到2003年區劃調整，
翔安才正式建區，成為島內外最年輕的新區。

短短 9 年，彈指一揮間，翔安從一個底子薄、
基礎差、最早城市化率僅6%的區域中快速崛起，展
現出 「後發」優勢，目前的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200
個億、城市化率超過 50%，從相對落後的廈門東部
，一舉成為廈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新增長極。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除了地區生產總值的
增幅排名全市第二外，市裡公布的主要指標中，翔
安區 8 項經濟指標增速全市第一。這些指標主要包
括：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
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利用外資、外貿出
口總額、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等。

新區近十年磨一劍，業已駛上大閩南經濟圈高
速發展的快車道，面臨史上最難得發展機遇的狀況
，實實在在地擺在了建設者的面前。

另一組數據也把翔安發展的決心和後勁，清晰
無誤地傳遞給了每一個關心翔安未來的人們。今年
1 月-6 月，翔安區固定資產投資從總量到增速均比
歷年同期有較大提升，相比去年的51億元多了近31
億元，增速也是歷年最高，增幅高達 62%。目前全
區在建工程150個，新開工項目40個，今年下半年
，總投資 318 億元的翔安市民服務中心片區、內厝
工業片區等48個項目即將動工建設。

潛力最大：眾多海陸空項目集聚
新區大手筆，新區大氣魄，新區大潛力。每一

個到過翔安，親身感受過翔安發展變化的人們，都
會由衷地發出這樣的感嘆。

9年大變樣，接下來的5年，關鍵的5年，翔安
又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翔安區一系列的海陸空組合拳大項目相繼實
施到位後，未來翔安的城市面貌、工業經濟水平、
交通市政配套環境、人文生活水平將躍上一個新的
台階，區域核心競爭力將進一步增強。

港口──大陸距台最近的深水港區年底竣工。
廈門港劉五店南部港區，目前已完成投資9563萬以
上，完成全年固投任務95.63%，港區內散雜貨泊位
工程的 785 米長岸線已經基本成形，年底竣工，不
遠的將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將因為 「現
代化港口」而吸引世界的目光。

機場──翔安機場2017年竣工。目前，圍繞機
場附近建現代化空港新城的概念規劃正在評審中，
未來的大嶝或將化身為現代化的 「島城」。

陸域──第二東通道翔安大橋緊鑼密鼓前期籌
劃中。其東起濱海東大道和翔安南路交叉口，西至
島內的枋鍾路和環島東路交叉口，毗鄰翔安隧道，
全長 8 公里。未來大橋接軌廈門翔安國際機場和大
嶝旅遊區，連接廈門大學翔安校區，將成為廈門快
速路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不難看出，隨着作為 「任督二脈」的交通網逐
漸成熟，翔安這塊投資處女地，未來將當仁不讓地
成為承接島內部分城市功能轉移的 「橋頭堡」，乃
至輻射閩南三角的生力軍。

宜居宜業：好山好水好地方
隧道開通、翔安新城建設兩年多，翔安的變化

更大了，寬闊平整的道路不斷向各地延伸，漂亮挺
拔的高樓不斷從平地冒出，公園、商場生活配套越
來越多，這是翔安人民對新城建設最直觀的感受，
翔安越來越有城市生活的味道，而且檔次、品位不
比島內低。

而在一連串亮麗的發展數字背後，我們看到的
是最終落實在民生上、百姓特別關注的教育、醫療

、就業、文化、住房、市政配套等領域。
教育：雙十中學翔安分校、廈門外國語學校、

華僑幼兒園等一大批優質教育資源在翔安的落地、
生根。廈大翔安校區 9 月將迎來上萬名新生入學、
文教園二期動工興建，青少年校外活動中心、實驗
學校等項目啟動擴建……所有這些，都讓翔安居民
臉上堆滿笑容。

醫療：總投資 2 億元的同民醫院提升三乙改造
工程正在加快推進。市第五醫院，一家面向翔安居
民的綜合性三甲醫院很快將變為現實，規劃床位
1500張，直接對接翔安新城核心區、文教區；未來
翔安百姓的 「就醫難」問題將得到徹底破解。

住房：福建省最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洋唐居住區
，部分限價房有望明年交付。該保障性安居工程有
住宅11000套（間），可容納2.5萬人。該項目是福
建省首個保障性安居工程綜合體，也是翔安新城的
重要組成部分，有限價房、公租房、安置房、經濟
適用房等多種保障性住房。

市政：最大限度地親民、利民、便民的翔安市
民服務中心，坐落新城東山片區。按照規劃，未來
的翔安市民服務中心將以一風景湖為中心，環繞着
包含文化中心、行政中心、科技中心、運動中心、
娛樂中心五大中心，輔以市民公園、體育館等休閒
設施，功能齊全，國土、國稅、地稅、工商、檢驗
檢疫等職能部門和行政部門 「聚集」，各大樓群以
迴廊連接起，市民辦事更加便捷。

商業、教育、醫療、交通等各種配套日趨成熟
，勢必成為翔安城市跨越、人居和諧發展的強大助
力。

如今，漫步在翔安的大街小巷、城鎮鄉村，人
們處處可以感受到文明和諧、宜居宜業的社會氛圍
，這種的感受，沁入浸潤着每一位翔安人和來翔安
置業者的心田。

發展最快：8項經濟指標增幅雄居全市第一，發展勢頭強勁；

潛力最大：海陸空眾多大項目穩步推進，後發優勢明顯；

區位最好：扼廈、漳、泉、金咽喉所在，廈門離台最近的區域；

宜居宜業：交通便捷、文教昌明、生態自然、創業活力無限……

▲火炬（翔安）產業區 （朱毅力）

▲高質量的人居環境（張天驕）

翔安大道（朱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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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州大學戴維斯老齡學學院是
世界上首個、規模最大的老齡學學院。在
過去的五年裡，該院錄取的學生人數增加
了7.5倍，這些學生在老齡學學科領域富有
創意並且頗有建樹。

該院有世界一流的教授，他們在科學
研究上獲得了很多成就，也贏得了美國和
世界上的多項榮譽。今年，南加州大學戴
維斯學院院長Pinchas Cohen醫學博士和副
院長Maria Henke曾多次訪問中國，與中
國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中國社會科學院
副院長李慎明等探討了老齡學學科教育交
流機會及前景。他們一直致力於擴大在亞
洲的影響力，並且吸引更多亞洲學生在該
院就讀。他們將在香港、台北及上海舉辦
的美國高等教育展設立宣講台展台，請有
興趣的同學參加以了解更多信息。

南加州大學戴維斯老齡學學院國際教

育交流總監，來自香港的伍燕美表示：
「老齡學是最優秀最實用的學科之一。隨

着世界上老齡人口的急劇增加，我們的畢
業生將有極好的就業前景。」

美國南加州大學戴維斯老齡學學院設
置了多個學位項目——

．學士學位項目：人體發育和老化科
學學士學位；人體發育和老化社會學學士
學位；壽命健康科學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項目：老齡學科學碩士學
位；老齡學文科碩士學位；老齡化服務管
理科學碩士學位；長期護理管理碩士學
位。

博士學位：老齡學博士學位。請訪問
學院網站 http://gero.usc.edu；或通過郵箱
geroisi@usc.edu 聯繫伍燕美總監；或前往
美國高等教育展——南加州戴維斯老齡學
學院展台了解更多信息。

免費註冊鏈接：http://www.iiehongkong.
org/ufair/fall2012/Shanghai.htm上海（9月18日
）；http://www.iiehongkong.org/ufair/fall2012/
Taipei.htm 台北（9 月 20 日）；http://www.
iiehongkong.org/fair.htm香港（9月23日）。

新鴻基地產（新地）於國際網頁
設計比賽 Interactive Media Awards
（IMA）中獲頒 「地產組別大獎」。
新地一直十分重視與投資者、顧客
及公眾溝通，因此對網頁的設計和
管理都一絲不苟，今次獲獎更肯定
集團的努力，不但令顧客滿意，更
成為今屆IMA地產組別中唯一香港
地產發展商獲此殊榮。

榮獲地產組別大獎
比 賽 主 辦 單 位 Interactive

Media Council為一位於美國紐約的
國際非牟利權威組織，由全球頂尖
網頁設計師、電腦程式設計師、傳
播界，以及互聯網相關業務的專業
人 士 組 成 。 Interactive Media
Awards 接 受 全 球 網 站 參 賽 ， 由

Interactive Media Council的獨立成
員，包括來自網頁設計、廣告、公
共關係、出版及其他相關行業的專
業人才組成評審團，就網頁介面設
計、內容、功能、可用性、是否符
合業界技術標準等五方面作評核。

所有評審均經過嚴謹的計分制
，以維持評審過程的公平性及客觀
性。網站必須在五個評分類別中總
分獲480或以上（滿分為500），才
可獲得大獎的榮譽。新鴻基地產網
站在五個評分類別上均有卓越表現
，網頁內容方面更獲得滿分。

今次新鴻基地產網站在全球八
十四個參賽地產相關網站中榮獲
「地產組別大獎」。其他六個同獲

大獎的網站分別來自美國、英國、
西印度群島和澳洲。

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東部的東
帝汶民主共和國，獨立十年來，積
極拓展中國和東盟國家關係，與葡
語國家和地區加強經貿合作，吸引
不少外資進駐，經濟發展蓬勃。

東帝汶政府為加強與香港工商
界的聯繫，透過十多年前創立香港
「東帝汶海外經濟貿易協進會」的

詹瑪麗，籌組成立 「香港東帝汶總
商會」。詹瑪麗歷年在聯繫東帝汶
僑胞和促進東帝汶與香港、內地經
濟合作和訊息交流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得到東帝汶總統和政府官員嘉
許。

日前，由詹瑪麗與上月到聯合
國推介香港美食的國際餐飲聯會會長胡珠
組成的 「香港東帝汶總商會」籌委會，前
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介紹成立的目的
和作用。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和辦公室主
任馬占嶺等會見了他們。

他們說， 「香港東帝汶總商會」的成

立，有助於東帝汶拓展香港、中國內地和
東盟各國的經貿合作關係；香港可發揮國
際都會優勢、鄉誼關係優勢，推動兩地商
貿合作。洪小勇表示 「香港東帝汶總商會
」的成立是件好事，答允予以支持，預祝
籌辦成功。

擁有 「中國首善」、 「中國低碳環
保第一人」、 「全國道德模範」、 「中
國最具號召力慈善家」等眾多頭銜的江
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
光標將出席於9月9日在香港迪士尼國際
會議中心舉辦的第7屆亞洲品牌盛典。

據悉，第 7 屆亞洲品牌盛典由亞洲
品牌協會、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社、
中日韓經濟發展協會、《亞洲經濟》雜
誌社、國家發改委中國經貿導刊雜誌社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管理》編輯部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信息》雜誌社聯
合主辦。 「中國首善」陳光標已經入圍

「2012 亞洲品牌年度公益人物」。據了
解，8 月 26 日陳光標剛被人民日報《環
球時報》社與國家發改委中國經貿導
刊雜誌社授予 「中國經濟環球人物大
獎」。

他在獲獎感言中表示： 「我要把這
個大獎轉化為我個人更大的動力，更好
的推動社會和諧進步，更好的用自己的
親力親為去影響帶動更多的人做好人，
長好心，做好事。同時，這麼多年，大
家對我在中國慈善事業的創新推動和中
國慈善事業的環保創新推動，都是有目
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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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帝汶總商會籌委會
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洪小勇（中）、馬占嶺（右二）與詹瑪麗（左
二）及胡珠（左一）等合照

南加州大學戴維斯老齡學學院招生

◀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戴
維
斯
老
齡
學
學

院
國
際
教
育
交
流
總
監
伍
燕
美

▲左起：副院長Maria Henke，中國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
Edward Schneider醫學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戴維斯老齡學學院

陳光標將出席亞洲品牌盛典

▲慈善家陳光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