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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厦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

厦洽会)刚刚在厦门落下帷

幕。今年厦洽会，厦门市委

统战部紧扣国际投资促进

新形势，继续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市

海外联谊会、市侨办、市台

联、市金联所联系的海外闽

籍友好社团、华侨华人，台

湾和金门工商经济界及其

他社团为重点，有针对性地

做好境内外客商的邀请工

作，进一步提升厦洽会的国

际影响力。

此次洽谈会，厦门市委

统战部共邀请到 51 个境内

外团组 360 位客商，两项数

据均创近年新高。境外团组

有 29 个，其中台湾、金门团

组 5 个，香港团组 2 个，亚

洲团组 9个，非洲、南美洲 2

个，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团组

11 个。

本报讯 9 月 12 日，国

家移民管理局组织召开

推动出入境证件便利化

应用部际联席会议，记者

了解到，国家移民管理局

制定了《出入境证件身

份认证管理办法 (试行

)》( 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这意味着从下月开

始，境外人士即可凭出入

境证件办理 35 项公共服

务；年内港澳居民华侨持

用出入境证件将与内地

居民使用身份证享受同

等便利。

根据该《管理办法》，

国家移民管理局授权所属

出入境管理信息技术研究

所免费提供出入境证件身

份认证服务，依法依规应

当查验个人身份信息的经

营者，可按照该《管理办

法》对需要实名认证、实人

认证、证件电子信息识读

业务等在认证平台进行认

证。

据了解，该认证平台

开通后，境外人员从 10

月份起即可凭持用的出

入境证件办理 35 项公共

服务，年底前基本实现出

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工

作目标。其中这 35 项服

务内容涵盖交通运输、金

融、通讯、教育、医疗、社

保、工商、税务、住宿等 9

个领域，将有效解决港澳

居民、华侨在内地持出入

境证件办理各类社会事

务无法网上注册、不能自

助办理、人工识别验证

慢、提交辅助证明材料

多、办事流程周期长等痛

点难点问题，有效防范不

法分子利用虚假信息或

伪假证件违法违规办理

各类业务。 （朱俊博）

厦门 12 家单位入选
第四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本报讯日前，福建省科技厅网站发布了福

建省第四批拟命名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公示名

单，此批名单全省共有 32 家，厦门艾德生物、优

迅高速芯片等 12 家单位入选，占 37.5%，占比

全省最高。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省、市两级政府都非

常重视培育新型研发机构这一创新载体，省科

技厅已经开展了四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工

作，厦门科技局和财政局也已联合出台《厦门市

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办法》，市级新型研发机构最

高可获 5000 万元研发设备补助，500 万元开办

经费补助，以及累计 1000 万元的绩效考评奖

励，政策力度强劲，政策导向作用明显，各类创

新主体和社会资本争相投入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

据悉，厦门首批市级研发机构认定申报工

作即将开展，有关申报系统已完成开发，正抓紧

调试。根据《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做强做大高

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未来三年内，厦门将新增 30 家

以上新型研发机构，可望成为创新创业创造的

活力涌泉。 （吴君宁）

福厦高铁首条隧道贯通
路线 2022 年 9月建成通车
本报讯 9 月 16 日 15 时，福厦高铁南峰隧

道成功贯通，这是福厦高铁首条贯通的隧道。

中铁十二局集团 FX-2 标项目经理李保明

介绍，此次贯通的南峰隧道全长 673.02 米，双

线单洞，地质复杂多变、协调难度大、岩性较差，

洞口存在浅埋偏压、人工填土、危岩落石等难

题。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全力推行工厂化、

机械化、信息化、专业化、智能化管理，严把工程

质量、安全关，经过 473 个昼夜的辛苦付出，确

保了南峰隧道成功贯通。

福厦高铁全线于 2017 年 9 月动工，计划

2022 年 9 月建成通车，届时福州至厦门的行程

将从现在的 2小时缩短至 1小时以内。

（林芹赖一田）

加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厦门中亚班列首次连接东盟三国
本报讯 9 月 16 日下午，来自越南胡志明、

马来西亚巴生港、泰国林查班、印尼雅加达的 5

个 40 尺集装箱在厦门海关顺利办结海关手续，

从海投中亚班列集中监管场运往班列装运场，

计划搭乘次日发运的中亚班列前往哈萨克斯坦

热特苏、阿拉木图、努尔苏丹等城市。

这是厦门国际班列第一次实现单列承载来

自 4个国家的货物，也是厦门中亚班列首次与

马来西亚巴生、泰国林查班、印尼雅加达实现货

物连接，这标志着厦门中亚班列海铁联运国际

过境业务逐步进入常态化。

为做好本次海铁联运集装箱过境监管，厦

门海关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强与铁路部门沟通

联系，在集装箱抵达后第一时间为其办理各项

过境监管手续，确保货物顺利及时流转。

厦门中亚班列自 2015 年 8 月 16 日开行至

今，厦门海关共监管厦门中亚班列 104 列、3770

个 40 尺集装箱，进出口货值约人民币 14 亿元。

（白若雪郑伯坚）

本报讯 据福建省科技

厅 9 月 18 日透露，福建省

牵头承担的 14 个闽台合作

项目，获 2019 年度促进海

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资助，将获直接经费 3182

万元(人民币，下同)。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

作联合基金由福建省人民

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联合设立，重点解决

福建及台湾地区共同关心

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

术问题，提升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该基金 2019 年度资助

农业、新材料与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人口与健康等四

个领域的重点支持项目，直

接经费资助平均每个项目

逾 227 万元，资助期限为 4

年。

近年来，闽台科技融合

加速。在 2018 年 6 月举行

的第十届海峡论坛期间，福

建推出促进闽台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 66 条措施，明确

放宽台湾申报主体，指出

“台湾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企业在闽注册的独立法人

可申报促进海峡两岸科技

合作联合基金，并支持其牵

头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申报。”

据福建省科技厅介绍，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

合基金自 2012 年运行实

施，已批准立项 142 项，资

助经费 3.67 亿元，近 200 位

台湾科学家参与了项目研

究。

福建省科技厅负责人

表示，该基金已成为闽台科

研深度合作与人才培养的

重要平台，未来将加大对科

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

推进海峡两岸科技界的交

流合作，吸引更多台湾及福

建省外优秀人才、团队与福

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建

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林春茵）

厦门市委统战部邀请境内外团组与客商数创近年新高

港澳居民持用出入境证件
将与内地居民享同等便利

厦门赴金马澎个人游签注

恢复办理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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