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厦门港新增“海丝”航线 14条。（资料图来源：厦门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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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 致公党

中央副主席曹鸿鸣近日带

领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在福

建开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专题调研。7 月 5 日，调研

组在福州举行座谈会，与相

关部门进行交流，了解福建

开展闽台交流合作、推进两

岸融合发展的举措、成效及

意见建议。

福建省政府台港澳事务

办公室副主任刘良辉建议，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

中，发挥福建地理位置的特

殊作用，实现闽台两地的共

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互利，

使福建成为连接海峡两岸的

产业合作平台、经贸活动基

地、人员交往桥梁，并与长三

角、珠三角对接合作、连片发

展，实现资源共享。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副厅长兰文表示，近年来，福

建大力推进台湾电子、机械、

石化等重点产业项目落地，

支持在闽台资企业转型升

级，取得较好成效。下一步将

支持台企创新创业，推动闽

台企业加强技术合作和人才

交流，推动台湾人才创新成

果在闽孵化转化；支持台企

实施生产线整体智能化改

造，推动台企开展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创新试点；推动

打造共同市场等。

“闽台海上直航成为连

接两岸人员往来、经贸合作

的重要通道，为闽台融合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

障。”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梁金焰说，福建将努力构

建更加便捷的两岸直接往来

重要通道，巩固“大三通”，大

力发展闽台海上运输；提升

“小三通”，打造两岸“三通”

服务品牌。

据了解，在此次调研中，

调研组先后在厦门、泉州、平

潭、福州举办调研座谈会，同

福建省有关单位及厦门、泉

州、平潭相关部门进行座谈

交流，了解各地开展闽台交

流合作的情况。

调研组一行还先深入闽

台合资的芯片制造企业联芯

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一品威

客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建设中的两岸医疗事业交流

重要项目颐和医院、以台湾

高端医疗产业为主体的德润

产业园、平潭澳前客滚码头、

平潭对台小额商品贸易交易

市场等地考察调研。

曹鸿鸣表示，调研组将

充分吸收福建各地提出的意

见建议，就新时代、新形势下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出政策

建议。 （闫旭 陈屹）

本报讯 7 月 9 日，厦门市文旅局

副局长傅国强接听市长专线解读《厦

门市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补充

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时表示，

当前我市文化产业重点扶持方向是新

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

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文化产业核心门

类。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力促

进了我市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他还

透露，我市文旅融合不断加快，今年文

博会将尝试在布展上加入旅游板块，

在展厅主视觉设计上体现文旅融合。

据介绍，《补充规定》含金量高、针对

性强、操作性强，着眼于我市文化产业链

条的关键环节，突出了我市近年来重点

鼓励发展的影视产业方面扶持内容，扶

持力度大，使我市文化产业“招大引强”

方面相对周边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例如，

鼓励引进和培育优质、高成长性的影视

企业，境内外影视企业在我市设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按企业缴纳的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两税地方留成部分，

给予前 2年 100%、后 3 年50%的奖励；

针对电影公映或在央视、省级电视频道

及网络平台播出的优秀影视作品给予

奖励，电影公映票房达 3亿元以上的作

品最高可奖励 300万元。目前，2019年

度厦门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

工作已经开展，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可

于 7月 20日前在网上进行项目申报。

（吴君宁）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全

省 50 条“丝路海运”命名航

线中，从厦门港始发的 43 条

命名航线运作成绩亮眼，共

开行 593 个航次，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44.02 万标箱，比

去年同期增长 12.33%。同

时，命名航线的良好表现，也

带动航商聚焦厦门、开展业

务合作———数据显示，上半

年，厦门港新增“海丝”航线

14 条（“海丝”航线总量达到

62 条，连接 20 个国家和地

区），使全港航线增至 148

条，通达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39个港口。

“丝路海运”是我国首个

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一路”

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和平

台。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丝路海运”联盟工作

有序推进，积极响应和支持

的港航物流企业已超过 100

家，行业也从港航物流扩展

到商贸制造、科研机构和行

业协会。

“参与运作的，有国际一

流的航运公司、有世界五百

强企业，有全球市场份额过

半的大制造商，还有业内首

屈一指的科研机构，他们的

积极参与极大地推动了‘丝

路海运’发展。”该负责人说。

记者获悉，“丝路海运”

联盟不断壮大、业务做深做

实，与厦门港持续优化的营

商环境密不可分。比如，上

个月，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多

式联运港站建成，“海丝”与

“陆丝”集装箱运输更为无

缝、高效；“丝路海运”推出

第三批命名航线，物流触角

延伸至非洲、欧洲等国家和

地区。

下一步，“丝路海运”将

在联盟的框架内加强共商共

建机制，积极推动成员之间

信息共享和优势互补，通过

签订港口与港口、港口与航

运、港口与铁路、港口与物流

等多种方式的战略合作协

议，实现“港、航、贸”融合发

展，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

（徐景明 白文斌）

本报讯 记者从厦门地铁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厦门市轨道

交通 6 号线漳州（角美）延伸段工

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工。

据了解，该线路起于漳州市台

商投资区角美龙江明珠站，止于厦

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起

点林埭西站，全长 9.857 公里，全地

下敷设，设站 7 座，分别为龙江明

珠站、石美站、角江路站、龟山站、

文圃路站、角海路站、社头站。项目

将采用与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

工程一致的 6辆编组 B型车，最高

运营速度 80 公里 /小时。项目建

设工期约为 43 个月。

（陈博）

本报讯 作为厦门岛内与海沧的第二条

通道———厦门第二西通道，从建设之初至今

一直备受关注。如今，第二西通道建设正在

稳步建设中，按计划明年底建成通车后，将

有效缓解厦门岛西部交通进出压力。

7 月 9日，记者从厦门市发改委获悉，

今年 1 月 -6 月，厦门省重点 88 个在建项

目超额完成同期投资计划，完成投资 276.5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进度的 110.1%，超

同期投资计划 25.5亿元，完成年度序时进

度的 54.2%。

交通项目

第二西通道

主线隧道完成 65.5%
作为“两环八射”快速路系统中内环重

要道路的第二西通道，不久前，其岛内段下

穿兴湖路双连拱隧道开挖已全部完成，标志

着工程又扫除一个施工难点。

自 2016年 6 月份开工以来，厦门第二

西通道进展较为顺利，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目前，工程正开展主线隧道及服务隧道施

工，主线隧道完成 65.5%，竖井完成 94%，桩

基完成 80.8%，服务隧道完成 80.6%，C匝道

完成 100%。按计划，主线隧道力争 2019年

底实现全线贯通，机电、路面、绿化等附属工

程根据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分阶段进场，工期

1 年，整个工程计划于 2020 年底建成通车。

此外，另一重点项目———滨海东大道一

至三标段均已开工；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

（翔安南路-大嶝段）桩基、墩台、箱梁施工

均已进入收尾阶段，承台施工完成 84%。

据悉，目前厦门省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今年 1 月 -6 月，44个基础设施项

目投资额均超过或达到序时进度，共完成投

资 179 亿元，完成同期计划的 112%，完成年

计划 53%。

社会事业

环东海域医院

主体工程已开工
除了交通项目之外，在社会事业重点项

目上，厦门扩充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厦门市发改委介绍，今年 1 月 -6 月，省重

点在建社会事业项目完成投资 7.7 亿元，完

成同期计划的 124%，占年计划 68%。

上半年，岛外 3个在建省重点卫生项目

完成投资 5.4亿元，占年计划 68%。其中，马

銮湾医院门诊楼正在进行屋面层停机坪支

撑架搭设及调整，医技楼开始进行屋面内架

搭设，病房楼、值班宿舍楼加快主体施工进

度；环东海域医院主体工程均已开工，南地

块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第五医院一期扩建

项目桩基施工完成。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正按计划进度快速

推进，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

验动物中心二期室外工程收尾；集美大学印

斗校区工程 A区结构全部完成，室内装修

基本完成。 （雷妤）

第二西通道主线隧道
完成过半

厦门圆满完成 88个省重点
在建项目上半年投资计划

聚焦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厦门地铁 6号线

角美延伸段拟年底开工

《厦门市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补充规定》
重点鼓励发展影视产业
票房上 3 亿 最高可奖 300 万

印尼归侨梁国民：

推动同安竹坝农场发展

促进厦印联会为侨服务

北美华裔青少年嘉庚故乡

开启“寻根之旅”

侯昌财：致力慈善爱心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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