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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 日，厦门市政

协主席张健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

同安区视察环东海域新城建设情

况，为新城发展建言献策。厦门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陪同视

察，市政协副主席陈永裕参加视

察并主持座谈会。致公党厦门市

委领导高度重视，副主委郑幸红、

张志红、关琰珠、滕达参加了视察

活动。

委员们首先到位于环东海域

新城的致公党员企业———厦门市

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视

察，致公党市委副主委、美亚柏科

董事长滕达介绍企业经营情况及

下一步发展思路。随后视察团先

后视察了火炬科创园研发中心、

紫光科技园、趣店科技金融创新

园区、厦门现代服务业基地（丙洲

片区）统建区等地，听取环东海域

新城的规划、建设及招商进展情

况。

黄强向大家介绍了环东海

域新城建设的基本情况及思

路，他说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

习总书记关于跨岛发展的重要

指导思想，高度重视环东海域

建设，几任市委领导都亲自前

来视察，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从严把质量、强抓管理、广拓

空间、力推配套做好各项建设

工作。最后张健表示，感谢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积

极采纳政协委员的建议意见，

同时提出这片海域是厦门未来

最大的新城建设，是展现厦门

的新亮点，建议高效规划建设

这片不可再生的优质资源，对

沿海 40 多公里海岸线长远规

划，从“线上”应力求分段做出

特色，从“点上”应依托创新发

展新业态、新科技、新价值。

致公党厦门市委高度重视

环东海域新城建设，积极参与

市政协《推动高标准建设环东

海域新城，打造跨岛发展新高

地》 常委会专题协商议政工

作，7 篇调研报告被市政协采

用，得到市政协领导的充分肯

定。

本报讯 厦洽会正在

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着

力打造权威政策信息发布

平台。今年厦洽会期间，联

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

将发布《世界投资报告》等

最新的投资或贸易报告；

其他投资机构也将发布系

列“引进来”和“走出去”政

策信息和热点信息。11 场

权威信息发布会、20 场境

内外政府投资环境说明会

及政策和项目发布会等，

将呈现一场投资界“信息

盛宴”。

国际经济组织、全国

性商协会以及知名研究机

构、媒体机构等将有 20 多

个权威报告通过厦洽会的

平台发布。联合国贸发会

议今年将继续发布《2019

世界投资报告 (中文版)》；

联合国工发组织将参与主

办国际投资论坛，并在大

会期间发布“国际工业统

计年报”。此外，中国投资

协会将发布《绿色发展创

新样本》，中国国际投资促

进会将发布《中国对外开

放 40 年吸收外资情况及

展望报告》，中国企业联合

会将发布《2019 特色小镇

发展趋势报告》，中国世贸

研究会将发布“中国投资

指数(CIFIT 指数)”等。

此外，主宾国塞尔维

亚、主宾省山西、各国各地

区招商及投资促进机构将

纷纷举办投资说明会及推

介会，为投资商提供一站式

服务，节省投资商在全球

范围内寻找投资合作项目

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目前

已确定将举办招商推介会

和投资环境说明会的国家

和地区近 20 个，包括塞尔

维亚、德国、比利时、埃及

等。记者了解到，每届厦洽

会(投洽会)均吸引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招商

及投资促进机构参展。

（吴君宁）

申报要求

荫科研项目资助
在国外留学获得硕士

以上学位 (不含出国进修

访问)；2016 年 1 月 1 日之

后新引进到厦门企业 (不

含创业)、市(区)属事业单

位工作的，且已办理《厦门

市留学人员工作证》；在厦

已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社会

保险关系在申报单位；能

独立主持研究开发工作，

有培养发展前途；申报的

项目未获得厦门科技项目

资助或其他留学人员专项

资助。

荫项目配套资助
获得 2017 和 2018 年

度人社部、省人社厅有关留

学人员专项经费资助的项

目；项目获得资助后按有关

规定开展项目活动和使用

资助经费；项目原则上按 1:

1 提供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的配套资助。项目已获得市

(区)级财政扶持的，不再重

复配套资助，只可补足差额

部分(已入选厦门市“双百

计划”的不再给予配套)；项

目配套资助原则上不重复

资助同一申请人、同一项

目。 （吴笛）

厦门“一带一路”贸易
前 7个月总值破千亿
本报讯今年1-7月，厦门市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合计1090.3 亿元，较上年同

期(下同)增长 6.9%，占同期厦门市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31.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出口 619.5 亿元，增长 12.7%；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进口470.8亿元，微增 0.2%。

据厦门海关统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

南的进出口总值排名前三。1-7 月，厦门市对印

度尼西亚进出口 139 亿元，对菲律宾进出口

111.8 亿元，对越南进出口 105 亿元。

机电产品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厦门主

要出口产品。1-7 月，二者合计占同期厦门市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总值的 77%。

机电产品是最大类进口产品，农产品、初级

形状的塑料和纺织制品进口增长明显。

（翁华鸿陈琪）

人工智能项目补助
单个平台最高 2000 万
本报讯为培育人工智能创新能力，提升人

工智能产业要素供给能力，快速落地人工智能

实际应用，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日前，

厦门市工信局开展 2019 年度厦门市产业转型

升级专项资金(人工智能)项目申报工作。

2018年实施的人工智能项目可参与申报。根

据相关规定，该资金主要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攻关、

基础支撑平台建设、制定标准化、推进人工智能应

用、企业落户、企业做大做强、举办国家级人工智

能博览会等九大方面。其中，支持人工智能基础支

撑平台建设，对软硬件投入达到 500 万元(含)以

上，且用户数不低于20家的，按照平台软件和硬

件设备投资额(不包括各级财政投入部分)的 30%

给予补助。单个平台最高2000万元。

申报单位需登录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方网进

行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截至9月 8日24时。

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须在本市注册满 1 年以上，无

违法违规行为，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除申报支持设立人工智能支撑服务机

构、支持举办国家级人工智能博览会外，申报其

他支持方向的企业应已取得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产权。

●同一单位原则上在本项目中只能申报一

个资助类项目；本年度内已获得两项市相关部

门的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奖励除外)的单位不予

支持。 （王颖达）

致公党厦门市委积极建言参与推动

20 多个权威报告将通过厦洽会平台发布

留学人员科研项目资助开始申报了

本报讯 2019 年度留学人员科研项目资助和项目配套资助开始申报了。申请人填写申请表，由所在单位签

署推荐意见后，须在 9月 12 日前将表格和相关材料报送至劳动力市场大厦 11 楼 1107 室(长青路 191 号)，逾期

不报视为放弃。

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完成换届

聂德宁当选新一届会长

美国闽台总商会

在纽约宣布成立

华侨大学开学

1644名港澳台侨新生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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