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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7 月

29 日上午，厦门市高技术高成长高

附加值企业发展大会举行。福建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在致

辞中强调:“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

与企业家牵手，把潜在的‘三高’企

业培育成真正的‘三高’企业，把现

有的‘三高’企业加快培育成行业领

军企业，让成千上万的‘三高’企业

真正成为建设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

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厦门高质量发

展的顶梁柱！”

市委副书记、市长庄稼汉主持

大会。市领导陈家东、张健、陈秋雄

等出席大会。

胡昌升指出，“三高”企业承载着

厦门打造“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的

荣耀与担当。“三高”企业是财富的重

要创造者，映射着城市的发展足迹。

目前，厦门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626 家，占全省的 42.8%；全市规上

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比已达 71.2%，

平板显示、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软件

信息等 8 条产业链产值或营收超千

亿；近年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都保持年均两位数递增，全市税收增

量的一半以上来自新经济新业态。

“三高”企业体现一座城市的格局品

位，支撑着城市的竞争地位。“三高”

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决定

着厦门未来。

胡昌升强调，时已至、势已成，厦

门“三高”企业迎来了倍增发展的大

好时机。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深度调

整，为“三高”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

要契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纵深

推进，为“三高”企业发展壮大注入了

强大动力。厦门加快新一轮发展的蓬

勃态势，为“三高”企业发展壮大提供

了广阔舞台。企业家对创新创业创造

的执着追求，为“三高”企业发展壮大

积蓄了巨大动能。

胡昌升表示，我们有正视问题

的清醒，更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有些

干部思想不够解放，服务不够贴心，

引才欠缺力度，政商若即若离，今

天，我们“自曝家丑”，就是要向广大

企业家表明，我们有解决问题的决

心，有刮骨疗毒的勇气，一定会全力

以赴支持“三高”企业在厦门深耕发

展、做强做大。

胡昌升表示，市委市政府将加快

营造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生态，全力

支持“三高”企业茁壮成长，千方百计

为企业加快发展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和最优质的成长环境，力争用 5 年

左右乃至更长的时间，推动厦门中

小微企业成长为“三高”企业，推动

“三高”企业成长成为现代化国际化

的一流企业。力争到 2023 年，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3000 家，产值或

营收翻番的“三高”企业超过 1000

家，境内外新上市“三高”企业达到

30 家以上。我们将打造活力四射的

创新生态圈，建立高效的企业用地保

障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

法治环境；我们将以开放视野引才聚

才，优化人才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建

设现代化教育强市，加快推进“健康

厦门”建设；我们将充分发挥政策效

应，简化兑现程序，构建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好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当前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最迫切的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我们将建立便捷沟通机制，制定

政商交往“负面清单”，携手营造亲清

氛围，用贴心周到的服务共同把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打造成厦门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的响亮品牌，让政商关系洒

满阳光、清清爽爽、“亲”而又“清”、

“清”而更“亲”。

胡昌升强调，在追求卓越中携

手创造厦门高质量发展的奇迹。勉

励企业家矢志追求卓越，作专注主

业、创新发展的表率；永葆创业激

情，作扎根厦门、深耕发展的表率；

积极以商引商，作合作共赢、携手发

展的表率；勇立时代潮头，作服务社

会、共享发展的表率。

胡昌升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浪

潮已澎湃而至，实施“三高”企业倍

增行动，加快现代产业跃升发展，是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使命。让我

们手相牵、心相伴，共同培育现代化

国际化的一流企业，让我们的“三

高”企业长成参天大树，让厦门成为

创新创业创造的茂盛森林。

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

务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政府管理服务

部门及“三高”企业代表发言。同时，

还启动九个公共创新与服务平台，

以更好地促进“三高”企业深耕发

展，做强做大。 （王绍亮）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7 月

29 日召开的的“三高”企业发展大

会上，《关于实施高技术高成长高附

加值企业倍增计划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正式发布，一共 21 条措

施每条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包括

鼓励企业增产增效、提升企业研发

创新能力、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

强化人才要素供给、给予生产要素

配套及优化提升企业服务等六大

类，全力支持厦门“三高”企业培育

和发展。

该政策突破制约企业发展的瓶

颈和障碍，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加

大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通

过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

的深度融合，强力支撑厦门一批企

业集约化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力

争在三至五年内实现规模与效益倍

增，为厦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劲

持久的发展动能。

据了解，《意见》鼓励企业增产

增效，按税收增量对企业予以奖励，

奖金最高可达 5200 万元。技术改造

项目单个项目每年补助最高可达

1000 万元。

《意见》针对企业的创新研发全

面加大扶持力度，对“三高”企业承

担本市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示范项目的，给予最高 2000

万元财政补助。鼓励设立新型研发

机构，最高可补助 5500 万元。支持

承担重大科技项目，资助上限提高

到 2000 万元。

《意见》还多措并举加大对“三

高”企业财政金融扶持力度。通过鼓

励实行员工持股、加大基金投资扶

持、鼓励成立产业并购基金、推出科

技纯信用贷款产品、加大企业应急

还贷支持力度等一系列举措，缓解

企业资金难题。

据了解，厦门将力争到 2021

年，全社会研发(R&D)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 4%，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

加突出，规模以上科技型“三高”企

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全市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 35 件，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500 家，科技

小巨人领军企业超过 500 家，瞪羚

企业超过 120 家；营收规模翻番的

“三高”企业超过 500 家，新上市“三

高”企业达到 10 家以上。

（吴君宁郑晓东）

本报讯 7 月 26 日，

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

2019 年上半年度工作总

结会，听取机关各处（室）

上半年工作，特别是查摆

问题情况的汇报，研究部

署下半年工作任务。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何秀

珍主持会议，部领导陈

宏、曾庆军、蔡林娜、陈俊

泳、陈善志、郑秀文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

来，市委统战部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决

策部署，讲政治、讲融

合、讲大局，通过精心组

织谋划、狠抓工作落实、

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厦

门统战各领域工作实现

了新拓展、确立了新标

准、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要求，做好下半

年全市统战工作，一是要

坚持目标导向。要以市委

书记胡昌升提出的“统战

工作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

中位列前三位”的目标要

求，强化进位争先意识；

要突出重点，抓住特色，

对标看齐，全力以赴抓实

抓好下半年工作，确保高

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二是要坚持问题

导向。针对市委统战部

当前人手紧缺、任务繁

重等实际困难，要克服

畏难情绪和自我感觉良

好的“小岛意识”，突破

思维定式，扬长避短，梳

理解决统战各领域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三

是要坚持效果导向，促进

融合发展。要全面把握机

构改革后统战工作新任

务新要求，树立共担共荣

理念，不断开创统战工作

新局面，为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多

做贡献。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下

午，厦门市与华为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华为首个鲲

鹏生态基地及超算中心

正式落户厦门。

据了解，鲲鹏生态基

地项目是华为安全可靠

的软硬件开发平台，以共

同打造鲲鹏产业生态为

目标，吸引生态合作伙伴

入驻，合作开发鲲鹏系列

生态产品。

超算中心依托华为

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服务

能力，采用以华为鲲鹏

CPU 为核心的泰山服务

器，同时引入国产操作系

统、数据库系统等，为政

府、国有大中型企业等核

心领域和厦门重点产业

提供端到端的计算能力。

超算中心项目预计总规

模达 15 亿元左右。

（颜之宏）

本报讯 近日，互联

网招聘平台 BOSS 直聘

发布了《2019 二季度人才

吸引力报告》。报告显示，

2019 年第二季度厦门白

领平均招聘月薪为 7351

元，排名全国第 16 位。同

时，厦门凭借较高的人才

关注度入围“2019 第二季

度人才吸引力指数前 15

位”城市。

每年的二季度都是

应届高校毕业生最后的

求职旺季，今年也不例

外。BOSS 直聘数据显示，

2019 年应届生岗位平均

招聘月薪为 5580 元。什

么岗位最吃香？报告指

出，前沿技术类岗位人才

吸引力指数继续位列榜

首，并且垄断高薪排行

榜，推荐算法岗位的招聘

月薪达到 36950 元。然而

这些高吸引力岗位全部

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搜

索算法、数据架构师、架

构师等岗位人才缺口均

超过 50%，市场需求与人

才质量的匹配存在明显

错位。 （何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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