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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上午，由中

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和致公党福建

省委会共同主办的“大海知道我

走了多远———闽籍侨领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

座谈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邢善萍出席座谈会并讲

话。

邢善萍在讲话中回顾了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的伟大历程和海内

外华侨华人为国家发展、社会进

步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她指出，改

革开放以来，闽籍华侨华人始终情

系祖国，积极回馈家乡，为促进福

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当前，福建全省上下正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今年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落实赶超。希望广大闽籍侨

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故

事，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进一步

坚定发展信心，做好自己的事业，

筑牢共同的“根、魂、梦”，做助力实

现中国梦的奋斗者；始终满含家国

情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己任，广泛凝聚海内外侨胞的磅礴

力量，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

者，与祖国奋斗在一起、胜利在一

起。

《天下闽商》曲作者戚建波、

词作者邓永祥与大家分享了创作

体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 位闽籍侨

领出席会议。 （林宇熙）

本报讯 去年是中国经济步

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面对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奋力发

展、转型升级和激烈竞争正成为

当下的主旋律，中国城市格局也

因此发生重要变化。6 月 24 日，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权

威发布 2018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从不同等级、不同区域、不

同都市圈，比较 2017-2018 年中

国城市在综合经济竞争力、可持

续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和宜商竞

争力的升降。在最具“含金量”的

综合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中，厦门

进入国内二十强，排名第 17 位，

比上年上升了两位，也是福建唯

一入围的城市。

据介绍，综合经济竞争力主

要考察城市GDP增量和GDP密

度。数据显示，一季度厦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1114.67

亿元，增长 8.0%，增幅较全国高

出 1.6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4.48 亿元，增长 2 .7 %，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第二产

业增加值 439 .43 亿元，增长

7. 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670 .75 亿元，增长 8. 0%，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 个百分点；三

次产业结构为 0.4:39.4:60.2，第

三产业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 3.3

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2018 中国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排行榜中，香港始终

保持全国首位，厦门排名第 13

位，呈现持续上升态势；2018 年

宜居城市竞争力指数最高的还

是香港，同样是连续 3 年位居首

位，厦门位居第 11 位。活跃的经

济环境、优质的教育环境以及健

康的医疗环境是造成城市宜居

竞争力差异的重要因素，报告

说，2018 年二、三线城市宜居能

力大幅提升，厦门和青岛两个海

滨城市的都市圈首次跻身宜居

竞争力第一阵营。

营商环境好，城市经济才能充

满活力。报告显示，2018年城市宜

商竞争力前五名的是香港、北京、

上海、深圳和广州，第 6 名到第 20

名城市的宜商竞争力水平较为接

近，竞争激烈，厦门位居第 15 名。

（李晓平）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6·18”海

峡项目成果交易会被誉为资本和

技术对接最佳的“红娘”，不仅给众

多技术创新型企业带来展示技术

的机会，也带来和资本对接的机

会。记者从厦门市发改委了解到，

截至 6 月 21 日第十七届“6·18”闭

幕，厦门团成功对接 1033 个项目。

同时，厦门还将本届“6·18”组委会

设立的三大奖项: 创意设计奖、最

佳人气奖和优秀组织奖全部收入

囊中。

本届“ 6·18”围绕项目、技

术、资本、人才等主题，聚焦新

产业、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

新模式，助力企业吸引创新要

素和高质量发展。200 多家厦门

企业携带新技术、新项目参会，

利用平台扩大影响，加速项目

落地。

展会期间，厦门有关部门组织

厦门参展、参会企业主要负责人或

技术人员，与参会的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进行对接，通过用好招商这

个新引擎，将项目对接和招商结

合，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好

的创新成果、资本平台，推动企业

高位“嫁接”，快速发展。同时，重点

关注和着力引进与厦门产业发展

相契合的优秀企业和技术转化项

目，培育一批创新载体，补强城市

产业链条。 （陈泥）

本报讯 6 月 19 日 11

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满载

着集装箱货物的厦门港务控

股集团多式联运港站首趟班

列，从海沧海润码头缓缓驶

出，该多式联运港站由此正

式启用，标志着“一带一路”

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丝

路海运”又一新节点启动。

此趟班列，主要承接的

是“海丝”航线进口货物，靠

港上岸后，由海沧铁路运载

集装箱列车，通过海铁联运

的方式，把国外进口的矿产

品、原纸、木材等货品运输

至江西赣州。

位于海沧港区 7 号泊

位后方的该港站，毗邻海沧

站铁路货场，占地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可一次性容

纳 16-17 节铁路集装箱车

皮作业，年处理能力超过 5

万标箱。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多

式联运港站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该项目

作为公共服务平台，主要承

担厦门港海沧港区海铁联

运集装箱的进出港作业任

务。其启用将进一步扩大厦

门港口集疏运能力，打通海

铁联运集装箱进出港的便

捷通道，是持续推进“一带

一路”品牌“丝路海运”建设

的重要举措。

数据统计显示，厦门中

欧 (厦门) 班列已累计开行

348列，通过阿拉山口、满洲

里、二连浩特等口岸站发往

中欧、中亚十多个国家；厦

门港内外贸航线共计 147

条，通达全球 44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38 个港口。其中，

厦门已开行“一带一路”海

上航线 57 条、空中航线 20

条，形成无缝连接“一带一

路”物流通道。

近年来，中国铁路南昌

局集团有限公司漳州车务

段与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公

司强强联手，厦门港多式联

运业务从无到有，不断发展

壮大。目前厦门到江西内陆

等地已稳定运行多条海铁

联运班列，有效降低了生产

企业的物流成本、减少港口

货物疏运对环境的污染，为

内陆各省市和厦门开展更

高层次的经济合作发挥了

推动作用。

目前，已有来自东南

亚、非洲、欧洲的矿产品、木

板材等原材料在厦门港通

过海铁联运的方式，转运至

江西等内陆省份；而内陆地

区的箱包、家具等制成品也

频繁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

从厦门港出口至世界各地。

今年以来，“丝路海运”

多式联运发展态势良好。截

至今年 5 月，厦门中欧班列

累计发送 20 万余吨，实现

运输收入 2 亿多元；厦门港

海铁联运完成 1.5 万标箱，

同比增长 101.18%。

（杨伏山 白文斌）

本报讯 近日，经福建省

政府同意，福建省商务厅联

合省发改委等 12 个部门印

发《福建省加快推进丝路电

商发展十一条措施》，要求

用好用足政策红利，将跨境

电商打造成福建省外贸进

出口的一个重要新增长点。

省商务厅相关处室负

责人表示，“一带一路”沿线

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基数大，

电商发展程度和覆盖率较

低，这意味着广阔的增长空

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而福

建制造中有不少质优价廉

产品，为品牌“货通全球”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跨境电

商将成为推动福建与海丝

沿线国家交流合作、融合发

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措施从加强丝路电商

主体建设、加快丝路电商

产业集聚、拓宽丝路电商

跨境通道、优化丝路电商

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提

出了推进试点建设、提升

综合服务、壮大业务规模、

打造特色园区、拓展跨境

物流、推进海外仓建设、开

拓沿线市场、提升通关便

利、优化监管服务、完善公

共平台和健全支撑体系等

十一条政策措施。

为加快丝路电商产业

集聚，福建省支持福州、厦

门、泉州、莆田、宁德等地充

分利用传统产业优势，及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保税进

口试点城市、对台海运快件

试点城市、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综合保税区等政策

优势，建设各具特色的跨境

电商产业园区或特色小镇。

（郑璜）

厦门综合经济竞争力稳居全国2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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