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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委常

委、统战部长邢善萍在福州会见

了闽籍侨领、慈善家、联泰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守仁率领的家族

访问团一行。

邢善萍热烈欢迎访问团一行

访闽。她说，长期以来，陈守仁先

生投身国家改革开放、推动两岸

民间交流、促进中国与西太平洋

地区民间外交，为国家和福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当

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落实赶超。希望能够继续发扬“恋

祖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

拼会赢”精神，共同营造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促进千

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

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积

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福建高质

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

深化闽港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

量。

访问团荣誉团长陈守仁、团

长陈亨利、家族及企业顾问代表

林广兆表示，看到家乡经济社会

蓬勃发展的形势，倍感振奋自豪，

将凝聚家族和社会力量，为推动

精准扶贫、推动新福建建设、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福建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臧杰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

办主任冯志农，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陈飞，省侨联主席陈式海，省委

统战部副巡视员廖长桂以及省发

改委、省台联、福州市委统战部有

关领导参加会见。

据悉，“陈守仁家族福利基金

会”、“仁善扶贫基金会”在海内外

累计捐资逾 4亿港元。

据中新社报道 在厦门港海

天集装箱码头，装有来自福建、江

西等地的食品、服装、家具等货物

的一个个集装箱，随着“丝路海

运”航线被运送到“海丝”沿线重

要港口。

去年底，福建省在厦门启动

中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

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平

台———“丝路海运”。截至 4 月 10

日，福建已累计发布 2 批 34 条

“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其中厦门

“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完成 259

个航次，集装箱吞吐量达 18.9 万

标箱。

“通过这种点和线的连接，串

成了一个‘一带一路’繁荣发展的

网络，也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提升了厦门港的知名度。”福建丝

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

人白文斌对记者如是说。

目前，厦门港已开通连接“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线

57 条，通达 22 个国家、39 个港

口。去年，这些航线共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126.61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5%。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

厦门作为互联互通枢纽的作用正

逐步显现。海上通道日益拓展的

同时，厦门“海丝”门户枢纽机场

加快建设，陆上通道加快内外联

通。

去年，厦门机场新增赴金边、

普吉等地的航线，“一带一路”航

线达到 20 条，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2655.3万人次。而且，厦门(空港、

海港)实施 53 国人员 144 小时过

境免签政策。

从厦门驶出的中欧(厦门)班

列稳定运行，不断取得新拓展：在

至汉堡、阿拉木图、莫斯科的三条

班列之外，新开通直达布达佩斯

班列，首次拓展韩国釜山的货源。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去年中

欧(厦门)班列累计开行 176 列，

运送货物 14714标箱，货值 5亿

美元；今年一季度，该班列发运

26列。

近年来，厦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枢纽、海洋合

作枢纽、人文交流合作枢纽的地

位不断凸显。

来自厦门市商务局的统计表

明，厦门与“海丝”沿线国家双向

投资贸易保持平稳，今年一季度

贸易额达 361.7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6.6%；新增“海丝”沿线国

家和地区投资项目 10 个，合同利

用外资 5.8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

资 2.6 亿美元，远超去年全年实

际到资额。

海洋合作方面，厦门正推进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建设和

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基地建

设，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打造综合

型邮轮船供物流中心，重点发展

邮轮食品及物料供应。

目前，厦门已开通国内首条

连接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新

加坡、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 6 国

的歌诗达“新浪漫号”邮轮航线，

全国 85%的“一带一路”沿线邮轮

航次均由厦门出发。

人文交流合作方面，厦门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

化交流、教育合作、对外联系也不

断拓展。

据厦门市官方透露，被列入

“丝路书香工程”重点项目的东南

亚中国图书巡展，去年举办第二

届，达成版权输出 368 项、进口

10 项，今年 10月 30 日至 11 月 6

日将举办第三届。厦门大学马来

西亚分校已开设汉语言文学、海

洋技术、中医学等 15 个本科专

业，截至 2018 年底在校学生累计

达 4100余名。

去年 6月，全国首创设立的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

部”启用，已有来自五大洲 39 个

国家和地区的 73 个华侨华人社

团入驻。厦门市现已缔结 20 个国

际友城，为对外交流合作和城市

国际化发挥积极的桥梁作用。

（闫旭）

本报讯 “想在厦门进行体

育综合体的建设运营，是否还

有用地空间？”“基金企业落户

是否有政策鼓励？”“海归人才

创业是否有支持？”……厦门市

刚开通 0592-5998866 招商热

线不多时，就接到了不少企业

的咨询。

企业感受到招商热情

来电咨询优惠政策
来自北京的龚先生，是通

过朋友圈看到了厦门市举行招

商大会的。“身为福建人，一直

想把公司迁回厦门，作为科技

型企业想了解是否有优惠政

策。”龚先生告诉记者，他获悉，

厦门已经把招商热情撒播到了

全国各地，很多企业收到厦门

的“橄榄枝”，都想对接看看。

记者从接线中心了解到，

前来咨询的主要围绕优惠政

策、人才鼓励、产业空间等方面

问题。不少企业负责人也表示，

以前更多看好厦门的“高颜

值”，此次招商推介也让更多人

了解到厦门产业发展的“高素

质”和高浓度的热情。

开通24小时招商热线

已接到不少企业咨询电话
为全面提升招商的质量和

水平，厦门已经推出“三个一”，

即一个招商网站、一张产业招

商地图、一条招商热线，为企业

家们提供全链条、全周期、全天

候的服务。

据商务部门介绍，此次开

通 24 小时、中英文双语服务的

招商热线，一方面想进一步拓

宽招商引资服务渠道，同时也

想进一步了解企业对厦门投资

发展环境的意见建议，实现信

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厦

门投资企业服务水平和工作效

率，做好精心精准精细招商引

资服务。目前，招商热线已接到

不少企业的咨询电话。

接线员大都具有海归背景

热情服务为厦招商尽力
为了做好此项服务，商务

局对接线中心的接线员进行了

专门培训，主要针对厦门市整

体情况、产业发展、政策条例等

方面进行系统梳理，接线员们

也对全市各招商职能部门的信

息进行汇总，列出双语表格，能

准确转接找到相关负责人，以

便及时反馈问题和建议。此外，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外客商，接

线员大都具有海归背景或者双

语服务能力。

接线员小唐告诉记者，虽然

热线开通没几天，但已经感受到

客商对厦门的热情，“如今厦门

都在说‘人人都是城市形象，处

处都是投资环境’，我们也会倾

情倾智，做好接线工作，为厦门

招商工作尽一份力。” （崔昊）

本报讯 记者从厦门市科技

局获悉，厦门近日出台了《厦门

市留学人员创业扶持办法》，从

留学人员专项资金资助、留学

人员创业扶持资金、留学人员

场地租金减免、科技计划支持、

科技金融支持五大方面，支持

留学人员创业，同时加大了对

于留学人员的专项扶持力度。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2

年，为鼓励留学人员来厦门创

业，市科技局就出台了《厦门市

留学人员创业扶持资助办法》，

加快留学人员企业的科技成果

转化，促进其快速发展。为提高

扶持政策的精准性，市科技局

修订出台了《厦门市留学人员

创业扶持办法》，自上月 15 日

正式实施。

新政策在留学人员专项资

金资助上，分为一等资助———

满足留学人员创业扶持的申请

条件，同时企业实际到位注册

资本不低于 500万元，留学人

员持有企业股份不低于 50%，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一次性资

助 50 万元；二等资助———满足

留学人员创业扶持的申请条

件，一次性资助 20万元。留学

人员还可向厦门市科技成果转

化与产业化基金申请创业扶持

资金，单个企业不超过 500 万

元，基金投资占企业股本不超

过 20%，具体根据《厦门市科技

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执行。

此外，根据新政策，留学人

员创办企业享受优惠场地面积

和租金，由留学人员企业和所

在园区双方协商确定。留学人

员创办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可

以优先获得市科技计划和科技

发展经费的支持，还可以获得

厦门市科技担保贷款、保证保

险贷款和科技保险补贴等科技

金融扶持。更多详情可咨询厦

门市科技局体系创新处 (电话:

2032205)。 （吴君宁黄睿 ）

企业喜接橄榄枝招商热线“热”起来
厦门市刚开通 0592-5998866招商热线，

就接到了不少企业的咨询电话

厦门出台政策
加大力度支持留学人员创业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去年中欧 (厦门) 班列累计开行 176列，运送货物

14714标箱，货值 5亿美元（资料图片） 新华记者林善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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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奖励参与招商引资工作
单个项目落地最高奖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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