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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

道，外交部和福建省人民政

府将于 7月 5 日在外交部南

楼举行外交部福建全球推介

活动，主题为“新时代的中

国：生态福建丝路扬帆”。

届时，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将出席并致辞，福

建省委书记于伟国、省长唐

登杰将分别讲话和推介，外

国驻华使节代表将应邀发

言并与来宾互动交流。

福建依山傍海，清新秀

美，生态良好，是中国对外交

往的重要窗口和基地之一。

新时代的福建，秉持新发展

理念，深入实施“生态省”建

设战略，持续抓好生态文明

建设，努力践行高质量发展。

此次推介活动将全面

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重要成就，展现福建发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等多区叠加优势，努力打造

对外开放新格局取得的主

要成果，展现福建在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各方深

入了解福建、感受福建、拓

展合作搭建平台。

本报讯 7 月 3 日上午，

厦门市现代农业招商推介

暨签约大会在悦华酒店举

行，总投资约 70.2 亿元的

18 个现代农业项目签约落

户厦门，其中包括一批独

角兽企业的区域总部项

目。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胡昌升，市长庄稼汉

见证签约仪式。厦门市委副

书记陈秋雄在大会上致辞，

向客商介绍厦门发展现代

农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厦

门市现代农业招商方向和

招商政策。

大会上，18 位业内知

名企业家、行业专家获聘

为厦门市第一批现代农业

投资顾问，其中包括美菜

网副总裁王世根、新加坡

泉盈投资集团董事长王泉

成等商协会、外国农业科

技创新发展专家、台商代

表、著名侨领、上市公司和

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专

家等，这些投资顾问未来

将为厦门市提供符合现代

农业发展方向的有效项目

信息，介绍投资者来厦考

察、投资兴业。今后，厦门

市还将根据招商工作推进

情况，继续选聘第二批、第

三批顾问。

据悉，此次签约的项目

含金量高，包括美菜网等一

批独角兽企业与厦门签订

区域总部等投资意向协议。

这些项目涉及种植养殖、农

业金融、智能交易平台、供

应链、农业科技、两岸农业

融合等领域，这些项目将为

厦门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形成补短板、强链

条、增后劲的发展趋势。

（沈华铃）

本报讯 6 月 30 日，厦

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金

圆集团与中航锂电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

航锂电“新型动力锂电池

生产线项目”正式落户厦

门火炬高新区。这是今年

厦门实施“大招商、招大

商”战略后首个落地的投

资百亿元量级的高科技工

业项目。

中航锂电项目作为厦

门今年的重点招商项目，在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亲

自推动和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项目从洽谈到落地

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体现

了厦门各级政府部门高效

务实的工作作风。在项目洽

谈过程中，厦门各级政府部

门通力合作，市财政局、火

炬管委会、金圆集团组成了

精干的项目洽谈小组, 针对

项目实际情况提出了务实

和周全的落地方案, 并加班

加点地与项目方进行了十

多轮洽谈, 寻求双方都能接

受的最佳方案。对于项目在

洽谈及落地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工作组都能够迅速响

应、及时解决。此外，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建设局及

翔安区等相关部门也都提

前介入，在项目洽谈阶段就

同步开展相关工作，确保项

目落地后即可快速动工建

设、早日投产。

作为厦门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主阵地，火炬高新

区将招商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紧盯目标，加压鼓劲，形

成了“高位推动、上下联动、

合力招商”的浓厚氛围。通

过实行“时间全覆盖，全天

候抓招商”“客商全覆盖，全

领域抓招商”“机会全覆盖，

抓住一切机遇促招商”等有

力举措，洽谈并落地了一系

列优质项目。

自 4 月底厦门召开全

市招商大会以来，火炬高新

区新增在谈和推动进展项

目 48个，其中已签署投资

协议项目 16 个，这些项目

所属领域都是厦门重点发

展的千亿产业链群，附加值

高、带动力强的大项目，起

到了强链、补链、延链的作

用。

今年 1-5 月，厦门火炬

高新区实际利用外资、合同

利用外资实际完成数量分

别在全市各区排名中位居

第一位、第三位，各项任务

指标均超序时进度。5 月当

月，火炬高新区实际利用外

资同比增长 473%；合同利

用内资(不含增资)同比增长

174%，完成量均位居全市各

区前列。

（林露虹 管轩付嘉玲）

2019 厦门市
“海纳百川”领军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开始申报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引育并重”的人才

工作理念，加速本土人才国际化进程，不断壮

大高层次人才队伍，2019 年厦门市“海纳百川”

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开始申报啦！日前，市

委人才办发出通知。

本土领军人才具体包括：国家高层次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入选者；

福建省特殊支持“双百计划”（简称“省特支计

划”）入选者；市“海纳百川”子计划本土领军人

才入选者。

参评市级人才年薪有要求
其中，市“海纳百川”子计划本土领军人才

入选者的主要类别有：①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各重点产业领域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和产

业引领力的创新创业人才，约 20 人；②现代服

务业领军人才，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领军

人才，约 5 人；③社会建设领军人才，教育、卫

生、文化事业等领域领军人才，约 20人。

基本条件为：①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在厦门

市企事业单位连续工作 3年以上（按实际在厦缴

交社保、个税时间计算），每年在厦时间超过 6个

月，且目前仍全职在岗；②用人单位支付年薪达

到上一年度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

定比例以上（企业 6倍，事业单位4 倍）。

此外，“海纳百川”人才计划实施以来，经

市委、市政府研究新增纳入的子计划可参照评

审（以正式文件为依据）。 （钱玲玲）

国家两部门发布
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七大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
新华社北京 6月 30 日电 7月 30 日起，外

资进入船舶代理、城市燃气、电影院、演出经纪机

构、增值电信、油气勘探开发等限制将进一步放

宽或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6月 30日发

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9年版）》，清单条目由 48条减至 40 条。

两部门同日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 年

版）》，清单条目由 45 条减至 37 条。两份清单

均将于 2019 年 7月 30 日起施行。

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一系列领

域推出新的开放措施：

推进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

交通运输领域，取消国内船舶代理须由中

方控股的限制。

基础设施领域，取消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

燃气、热力管网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文化领域，取消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须

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增值电信领域，取消国内多方通信、存储

转发、呼叫中心 3 项业务对外资的限制。

放宽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准入———

农业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野生动植物

资源开发的规定。

采矿业领域，取消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

于合资、合作的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钼、

锡、锑、萤石勘查开采的规定。

制造业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宣纸、墨

锭生产的规定。

厦门市实施“大招商、招大商”战略
仅用两个月落地百亿量级制造业项目

华人艺术家王彤

致力于中国与北欧间文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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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萦乡国 福泽桑梓
感恩集美英村海外汪氏宗亲懿德

厦门举办台胞子女就学

“一站式”现场办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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