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翔安机场快速路是省、市重点工程，也是闽西南

协同发展区互联互通以及厦门“双千亿”代表项目，其分为

北段、南段、大嶝岛段 3 段，全线总长 19.6 公里，是连接沈

海高速和翔安机场的交通“大动脉”。日前完成箱梁浇筑的

南港特大桥（属南段 A2 标段），跨海段全长 884 米，堪称

全线的“咽喉要道”。 （汤海波徐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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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5

月 30日至 31日，福建省委常委、

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率厦门市经

贸代表团访问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香港期间，胡昌升一行拜会了

香港中联办领导，分别与香港贸

发局、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香港

明天更好基金会及部分上市公司

负责人座谈，考察太古集团等企

业，进一步密切厦门与香港的经

贸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大力

推动以情招商、以商引商，助力厦

门加快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质

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在香港贸发局，胡昌升感谢

贸发局长期以来对“9·8”投洽会

的支持，希望贸发局进一步发挥

专业优势，帮助厦门提升“9·8”投

洽会等展会活动的举办水平，促

成更多厦门企业通过香港“走出

去”拓展市场。双方还就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东部体育会展新城

规划、两地电影文创产业交流等

深入交换了意见。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是香港

五大商会之一，香港明天更好基

金会是由香港知名工商界人士发

起的非盈利性基金。胡昌升分别

与这两个机构座谈，广泛接洽香

港工商界人士，大力推介厦门的

发展机遇和投资环境。胡昌升详

细介绍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热情邀请商会和基金会加强

与厦门的对接合作，进一步关注

厦门、宣传厦门，组织更多会员企

业到厦门实地考察、寻求商机，帮

助厦门企业拓展出口市场、深度

融入世界；同时立足自身优势，围

绕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拓展跨境

金融业务等领域，助力厦门进一

步提升城市竞争力。

在与上市公司负责人的座谈

中，胡昌升认真听取大家对厦门

未来发展重点和营商环境建设的

意见建议。胡昌升表示，厦门市将

全力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精准施策解决好企业关心关注的

人才培养引进、创新创业环境优

化等问题，用心用情为企业提供

优质服务，把“草”种好、引来“骏

马”，使厦门真正成为企业投资兴

业的沃土。

胡昌升一行走访了香港厦门

联谊总会。胡昌升充分肯定联谊

总会爱国爱港爱乡的好传统，以

及在促进厦门与香港交流交往中

发挥的重要桥梁纽带作用。他指

出，香港是厦门吸收外资最主要

的来源地，希望在港厦门乡亲积

极投身家乡建设发展，帮助厦门

大力以商引商、以情招商，加快发

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

现合作多赢。

胡昌升一行还参观了香港启

德邮轮码头、香港城市规划馆，学

习借鉴香港在旧机场片区改造提

升、邮轮母港建设经营、城市空间

规划布局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副市长李辉跃、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随同出访。

本报讯记者近日从厦门

市会展局获悉，塞尔维亚正式

确定成为 2019厦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

(以下简称“厦洽会”) 的主宾

国。至此，2019 厦洽会主宾国

尘埃落定，欧洲“巴尔干之钥”

将与“9·8金钥匙”在今年厦洽

会上交相辉映。

作为丝路沿线重要国家，

塞尔维亚是首批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并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今年厦

洽会确定塞尔维亚为主宾国，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二十届投洽会开幕时

发来的贺信精神，彰显了厦洽

会(投洽会)组委会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丝路

沿线国家地区投资合作，打造

“海丝”核心区招商引资大平

台的决心与努力。

多年来，投洽会(厦洽会)

组委会积极响应并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先后推动马

来西亚、巴林、意大利、格鲁吉

亚等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成为投洽会主宾国，

吸引 65 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参

会。组委会围绕各国经济特

点、产业情况、资源优势等设

计一系列的“一带一路”相关

展谈会活动，成为每届投洽会

期间备受关注的焦点。

“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投

洽会双向投资促进平台功能，

打造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示

形象、开展国际投资合作的开

放型合作平台。”市会展局负

责人介绍，今年厦洽会将充分

围绕“丝路”做文章，除了丝路

投资大会和丝路海运国际高

峰论坛，还策划举办中国国际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服

务“数字海丝”建设；与中国国

际投资促进会合作，举办中国

国际绿色创新技术产品展暨

绿色创新发展大会，服务“绿

色海丝”建设；与全国供销社

集团合作，创办“一带一路”农

资农产品电商交易大会，服务

“生态海丝”建设；举办丝路茶

叶博览会，服务“海丝茶道”建

设……厦洽会将通过一系列

投资贸易展览，推动“丝路”沿

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积极推动“丝路海运”枢纽建

设，促进福建成为“一带一路”

投资集散地和投资交易中心。

同时，厦洽会将策划一系列论

坛对接活动，充分发挥权威信

息发布平台和投资政策研讨

平台的作用，服务“政策沟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积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投洽

会(厦洽会)打造成为新一轮对

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吴君宁）

本报讯日前，厦门翔安

机场快速路南段（翔安南路

至大嶝段）项目传来捷报：随

着重点控制性工程南港特大

桥完成最后一孔箱梁的浇

筑，南段A2 标段主体工程

宣告完工。这也是快速路全

线首个完成主体工程的标

段。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在施工现场，已经基本

完工的南港特大桥横跨海

面，直接“插”入大嶝岛。“大

桥越早通车，对厦门新机场

片区的开发建设就越有利。”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厦门翔安

机场快速路项目部相关负责

人说，“因此，项目进场以来，

各方快马加鞭，在大海和滩

涂上，一点点地将大桥建

起。”

南港特大桥的建设，令

厦门翔安机场快速路整体建

设进度可控。据介绍，厦门翔

安机场快速路全程基本采用

“高架 + 大桥+ 互通立交”

的建设模式，这不仅克服了

地形地貌对道路建设的影

响，也能使行驶其上的车辆

一路畅行，无需等红绿灯。

这条道路建设的高标

准，为厦门翔安机场片区未

来招商引资打下重要基础。

记者获悉，除了航空运输，片

区还计划引入航空维修、航

空制造、商旅休闲等多条百

亿级产业链，目前，已有多家

重点企业与厦门方面开展洽

谈，良好的交通疏运条件是

他们的重点考察内容。

从整体建设进度来看，

厦门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

大嶝岛段正处于大规模建设

阶段，今年年底将迎来重要

节点；北段（沈海高速 - 翔

安南路）即将开工。

聚焦涉外法治建设
提升招商软环境

2019《外商投资法》高端论坛
在厦举办

本报讯 6 月 2 日，由福建重宇合众律

师事务所与厦门市统一战线同心法律服务

团主办的“2019《外商投资法》高端论坛”在

厦门举办。

来自全国范围的学术界、法律界、商务

界及行政主管部门多位大咖云集一堂，围

绕《外商投资法》所涉及的诸多实务问题与

挑战展开探讨，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全

国涉外法治建设和福建外商投资法治软环

境的完善贡献智慧与才华。

2019年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将于明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成为新时代我国利

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是完善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在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

国际经济法室主任、中国法学会WTO 法

研究会副会长刘敬东，以题为《新外资法的

特点与实施中的法律问题》的主旨演讲拉

开了主论坛的帷幕。论坛气氛热烈，与会人

员深入探讨《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前所涉

及的诸多实务问题与挑战，广泛宣讲深入

解读立法本意，对拟议中的实施条例、可能

的司法解释等规则建言献策，并就如何协

助外资企业在该法施行后的五年过渡期内

充分理解法律变化、平稳完成规范改制提

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江海苹）

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
会歌发布

本报讯 6 月 4 日，第六届世界闽商大

会会歌《天下闽商》举行首发式，会歌由邓

永祥作词、戚建波作曲。

据悉，歌曲从征集到创作历时近两个

月，组委会累计收到 124首作品。经专家初

评、复评、终评，最终确定 3 首入围作品中排

名第一的《天下闽商》作为闽商大会会歌。

会歌生动诠释了“善观时变、顺势有

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

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展示

了闽商奋斗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林宇熙）

胡昌升率厦门市经贸代表团访问香港

厦门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项目传捷报
南港特大桥完成箱梁浇筑

做强招商平台

厦门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翔安南路至大嶝段）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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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码头三期候船楼启用

厦金航线旅客在此登船

养虎养鳄名扬泰国 构建和谐动物圈

记泰国是差拉龙虎园

董事长张祥盛

《侨与新中国共成长》征文

在红旗下成长 荣誉属于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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