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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6 个签约项目，总投

资 1079 亿元，涵盖 14 个央企集

团！8月 12 日下午，在“牢记初心

使命 携手再创辉煌”厦门市央地

对接座谈会上，一批央企好项目大

项目成功落户厦门，掀开厦门招商

引资工作新篇章。

26个签约项目中，包括市政府

与央企集团的合作协议6个，市属

国企与央企集团的合作协议 4个，

各区、市直部门及市属国企与央企

子公司的合作协议16个。项目规模

大、领域广，特色突出、优势明显。伴

随厦门与央企的合作成果持续扩

大、领域不断拓展，厦门成为央企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平台基地。

突出服务国家战略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军

民融合、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培育民族自主品牌等重要战略，厦

门与中核集团、中远海运、国投、中

国旅游、中交集团、新兴际华等集

团达成一批优质合作项目。

中远海运与中国旅游共同在

厦设立邮轮运营总部，与厦门港务

集团共同开发建设邮轮免税综合

体，携手推动中国邮轮产业发展；

中交集团旗下中交产投和中交物

资拟在厦设立集中采购平台，服务

“走出去”企业；厦门与国投创新

合作设立产业基金，投资先进制造

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突出产业创新发展
紧扣厦门产业动能转换和千

亿产业链群目标，厦门与航天科

工、航空工业、中国建材、国药集团

等集团达成了一批高端制造、现代

服务、新兴产业、总部经济等合作

项目，助力厦门建设高素质创新创

业之城。

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天马微电

子 将 在 厦 新 建 第 6 代 柔 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项目是厦

门近年来投资额最大的工业项目。

项目的顺利落地，将有力促进厦门

平板显示产业链进一步做大做强。

与航天科工将在智能制造、工业互

联网、金融科技等多领域展开合

作。此次签约项目还涉及软件信

息、网络安全、医疗健康、供应链管

理、产业基金等领域，呈现出技术

含量高、经营业态新、成长性好、发

展潜力大等特点，将成为未来厦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突出城市功能提升
按照建设高颜值生态花园之

城的要求，厦门全面加强与中远海

运、中粮集团、国投、华润集团、中

交集团等集团的战略合作。

厦门将充分借助央企集团在

重大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重

要民生保障、城市管理创新等方面

的优势，积极探讨在城市综合体及

片区开发、机场航站楼建设、地铁

上盖物业、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合

作。中远海运港口公司将依托自动

化码头、自动化铁路及综合物流园

区，打造现代供应链智慧平台，中

粮大悦城控股、华润置地将与厦门

轨道集团合作，开展厦门地铁上盖

物业综合开发。

突出央地国企携手发展
此次厦门市属国企与中央企业

合作项目共12个，包含国企混改以

及产业、市场、资本等领域的合作，

通过高位嫁接、强强联合、优势互

补，着力打造央地深度合作典范。

国贸控股将与同为世界 500

强的中国化学、中国建材、中国有

色 3家央企集团展开合作，推动特

色小镇、大宗商品贸易、有色金属

资源开发等业务发展；海翼集团旗

下厦工重工拟与中交海西、振华重

工合资合作，共同打造华南地区最

大的钢结构生产企业；厦门轻工集

团与国药控股将加快推进国控福

建资源的整合、国控星鲨的增资，

合力建设国药集团大健康产业基

地。 （刘艳）

本报讯 实现高质量发展落

实赶超，项目是关键。记者从厦门

市建设局 8 月 13 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厦门全力以赴抓

落实、攻坚克难促发展，推动建设

动力再增加，市重点项目进度再

提速。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7

月，全市 357 个市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777.40 亿元，完成序时进度

计划 130.59%；厦门 139 个市重

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210 亿元。

推动重点项目快速建设
今年 1 月 -7 月取得的飘红

数据，得益于厦门相关职能单位

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今年以来，

市建设局、市重点办围绕“岛内大

提升、岛外大发展”“促进固投增

长、推动产业发展、补齐民生短

板”等思路，紧盯目标、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成立协调服

务小组，“轻骑兵”下现场、“大篷

车”到企业，通过“精准滴灌”和贴

心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建设

的痛点和堵点，实地帮助企业协

调解决存在问题。在全市抓招商

促发展、抓项目增后劲的大局下，

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扎实

推动签约项目促落地、落地项目

促开工、开工项目促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加

快推进省市重大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市建设局、市重点办还牵头

相关部门和单位，拟定出台《关于

强化省市重大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机制的若干措施》，着力强化重点

项目全链条、全周期、全要素的统

筹协调、服务保障、督查考核等工

作，为 1 月 -7 月超额完成市重

点项目投资、征收、开竣工目标任

务奠定坚实基础。

多类重点项目捷报频传
近期，位于海沧区的士兰 12

英寸特色工艺半导体芯片制造及

士兰化合物半导体芯片制造生产

线建设项目完成桩基施工，主体

施工正式进场。该项目不仅填补

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也

对进一步完善中国东南沿海区域

产业链条，提升中国半导体集成

电路产业竞争力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将为厦门集成电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今年 1月 -7月，一批产业项

目取得突破进展，有效夯实厦门产

业基础，支撑经济发展后劲。其中，

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动力锂电

池生产线一期将于年底前开工建

设，厦钨新能源车用动力锂离子正

极材料产业化、趣店科技金融创新

园项目已开工建设。宸鸿科技手机

触控、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尚柏

奥特莱斯等项目即将竣工。

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获

得感的社会事业类项目建设也成

效显著。今年以来，厦门实验小学

翔安校区、双十中学翔安校区、林

边公寓、两岸金融中心金融人才

租赁房、新阳西中学等项目相继

开工建设；新店、祥平、马銮湾保

障房地铁社区一期、园博公寓、珩

崎公寓、厦门五缘实验学校改扩

建等项目进入工程收尾阶段。

此外，随着一批城乡基础设

施项目快速推进，厦门城市功能

将更加完善、百姓生活将更加宜

居———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客运

专线厦门段、第二东通道主体工

程全线铺开建设。环岛路(长尾礁

至五通段)岸线整治和沙滩修复、

厦门健康步道等项目进入工程收

尾。 （袁舒琪）

本报讯 8 月 9 日上午，

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厦门市分

局主办、厦门市银行外汇和

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承

办的“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

济政策宣讲会”在鹭江道建

行大厦举行。这是国家外汇

管理局厦门市分局积极深化

监管和服务，进一步助力涉

外企业发展的一项“惠企”举

措。全市近 300 家进出口企

业的代表参加了宣讲会。

宣讲会紧扣当前企业普

遍关心的外汇政策热点和难

点问题，分别就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直接投资、外债、跨

国公司外汇管理政策及跨境

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业务等

相关外汇管理制度、办法、要

求进行详细介绍解读，受到

参会代表一致好评。

国家外汇管理局厦门市

分局副局长郑卫国指出，在复

杂的外经贸形势下，本着服务

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外管局

通过开展政策宣讲、印发操作

指引、回应市场主体关切等实

际行动，着力提高外汇管理服

务涉外企业的水平，积极助力

企业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

力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以

实际行动配合全市提升营商

环境，支持厦门外向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 （张福良）

助力外向型经济发展
厦门外管局举办政策宣讲会

本报讯 为促进中外合

作办学健康发展，福建省发

改委会同省财政厅修订出台

《福建省中外合作办学收费

管理办法》，自今年 7月 1 日

起执行。“修订出台的办法，

改变现行一项一批的做法，

简化审批程序，赋予高校中

外合作办学收费自主权，有

利于学校提高办学效率。”省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解读新

规时表示。

据介绍，主要修订的内

容有：

制定定价机制。本科高校

和高职高专院校一般中外合

作办学学费标准不超过本省

同类公办学校文理科一般专

业学费标准的 4倍和 3倍，由

学校在最高限额内自主确定。

设定了突破政府指导价

须符合的条件。为适应福建引

进世界高水平院校合作办学

的需要，《办法》明确：公办本

科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

育学费标准需超过 4 倍限额

的，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合作办学机构为国家“双一

流”建设的高校和学科，且合

作办学项目符合福建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对福建战略性新

兴产业起促进作用。2.合作方

为世界高水平学校，或拥有世

界同类型高水平学科（专业）

的学校等。具体以“上海交通

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

“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榜”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

学排名榜”三个世界大学排名

榜的综合排名为依据，三个排

名榜中其中一个近三年两个

年次为前 300 名的确认为世

界高水平学校或拥有世界同

类型高水平学科（专业）的学

校。3.以设立独立教育机构方

式（包括具备法人资格和非法

人资格机构）开展的中外合作

办学。 （王永珍林仕意）

福建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执行新规

一批央企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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