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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9 日下

午，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胡昌升主持召开部

分重点外资企业代表交流

座谈会，听取外企对厦门扩

大开放、产业发展、营商环

境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

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进一步坚定外企在厦深

耕发展、做强做大的信心决

心，政企携手加快培育现代

化国际化一流企业。市长庄

稼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戴尔集团、松下

电子、麦克奥迪、新科宇航、

雅瑞光学、厦顺铝箔、安费

诺、施耐德、陶朗等近 30 家

在厦知名外企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公司在厦经营现状

与发展计划，围绕推动企业

转型升级、完善厦门产业链

群、提升通关效率、加强人

才服务保障等方面踊跃发

言，一致看好厦门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广阔前景，表示企

业将牢牢抓住发展新机遇，

始终扎根厦门、加大投资、

扩大布局，与城市共同成

长。胡昌升认真倾听、仔细

记录，与企业家坦诚交流，

逐一回应企业关切，并要求

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企

业意见建议。

胡昌升表示，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 38 年来，通过大

力吸收外来资本、技术、管

理经验，实现了外向型经济

的快速发展，成为展示我国

对外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外资企业对厦门的发展功

不可没，创造了今天厦门大

约 70%的工业产值、60%的

经济增长、40%的进出口、

40%的就业和 30%的税收收

入。近年来，广大外企面对

国际贸易复杂多变的形势，

沉着应对，迎难而上，积极

作为，推动企业持续稳步增

长，为厦门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胡昌升介绍了厦门新

起点上加快高质量发展、服

务企业做强做大的主要思

路和具体举措，他说，今年

以来，我们以“跳起来摸高”

的精神状态，通过大抓招商

引资、扩大经济增量，通过

贴心服务企业、提升存量水

平，通过加快项目建设、增

强发展动力，全力推动岛内

大提升、岛外大发展，经济

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效益提

升、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

厦门经济稳健前行，将为外

企在厦发展提供广阔舞台。

胡昌升表示，我们将积

极吸纳企业意见建议，不断

完善优化现有政策，努力促

进企业增资扩产、壮大升

级，共同推动开放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我们将广开合作

大门，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持

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不断完善优惠政策体系，加

大服务保障力度，积极为企

业发展排忧解难，让外企在

厦门经营得更好、发展得更

快，在厦门建设高素质高颜

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广

阔舞台上续写企业发展的

新篇章。

庄稼汉表示，在厦外资

企业规模大、技术含量高、

经营效益好，为厦门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

强调，厦门经济发展长期向

好的趋势不会变、持续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信心

和决心不会变、鼓励支持外

商在厦投资发展的态度和

力度不会变，我们将大力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企业

感受度和满意度为标准，出

台更加精准政策措施，提供

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竭力

为企业发展创造机遇和拓

展空间。各级政府及其部门

要完善常态化企业沟通机

制，及时吸收企业家的意见

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

法，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庄稼汉表示，

希望广大外企进一步坚定

扎根厦门发展的信心，不断

扩大在厦投资和产业布局，

与厦门一起做强做大，共同

推动厦门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林文生、黄强、

黄文辉、李辉跃、韩景义参

加会议。 （蔡镇金）

中欧（厦门）班列
再扩线路版图

印度货物借道厦门赴中亚
本报讯 时值新中国 70 华诞，全国最早开

通海铁联运模式的中欧(厦门)班列，正在借助

厦门港的过境口岸政策优势持续发力。10 月 1

日，在厦门海关关员的监管下，一批来自印度

那瓦西瓦的货物搭上中欧(厦门)班列，出发前

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也是印度货物首次

通过中欧(厦门)班列进入中亚国家。

记者从厦门海关了解到，该批货物为塑

料米和注塑机，货重 12 吨，货值约 54 万元

人民币，9 月初由印度那瓦西瓦海运至厦门

并于昨日搭乘中欧班列，全程预计耗时 35

天 -37 天，较传统陆运时间节省了近 20 天。

为做好该批货物过境监管，厦门海关派专人

协助企业就集装箱过境运输各个时间节点

进行详细梳理，以期达到最快的通关速度和

最流畅的通关流程。在接到企业申报后，该

关第一时间审核转关单等相关单证，并迅速

派关员至班列转关场所施加关锁，顺利完成

该票货物的监管工作。

据了解，中欧(厦门)班列已实现中欧线

每周三列、中亚线每周一列的稳定发车，

充分利用厦门作为全国唯一“海丝”与

“陆丝”交汇枢纽城市的地位优势，通过

国际海铁联运模式持续扩大线路版图辐射

范围，已成为联通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

度等东南亚、东亚国家及地区与欧洲、中亚

各国的重要通道，稳步拓宽“国家物流新通

道”。据厦门海关数据显示，自 2015 年 8 月

首趟班列开行以来，至今年 9 月底，中欧(厦

门)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500 列、运载近 2 万个

40 尺集装箱，货值累计超 100 亿元人民币。

（崔昊郑伯坚）

浪漫线二期同安段开放
环湾新添十公里“彩带”
本报讯蜿蜒优美的滨海旅游浪漫线犹如

一条彩带，环绕着同安湾岸线。省市重点项

目———环东海域滨海旅游浪漫线二期同安段

10.4 公里日前建成，并向市民开放。

据了解，滨海旅游浪漫线二期同安段起于

官浔溪，途经中洲岛，终于丙洲大桥东桥头，全

长约 10.4 公里，路幅宽 10 米 -12 米。记者来

到滨海旅游浪漫线二期同安段丙洲大桥旁，这

里是浪漫线二期同安段的终点，彩色沥青跑道

已经延伸至此，住在旁边银溪墅府小区的不少

居民在跑道上休闲锻炼。“太美了，浪漫线就在

家门口，随时随地可以锻炼。”居民王女士说，

浪漫线二期的投用，提升了周边环境颜值和品

位。

记者从环东海域新城指挥部获悉，国庆前

夕，环东海域滨海旅游浪漫线二期同安段道路

工程已完成并对外开放，景观绿化和公建配套

收尾。另外，滨海旅游浪漫线二期道路工程(翔

安段)正在快速推进，其中丙洲大桥 - 火炬大

桥段路面结构层、火炬大桥下穿通道西侧 U

槽、万家春路 2#下穿通道箱涵正在施工。

厦门环东海域滨海旅游浪漫线环绕整个

美丽的同安湾，全长 52.6 公里，建成后将成为

集体育健身、休闲旅游娱乐的产业带和环湾景

观带，也是全年全天候全路权的彩色马拉松赛

道，以及厦门向全世界展示的一张城市名片。

（黄文水周可航）

致公党厦门市委党史理论研究基地揭牌

华新路华侨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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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1 日至

20 日，应匈牙利福建总商

会、波兰福建商会和俄罗斯

福建总商会邀请，厦门市海

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厦门

市侨办主任何秀珍率团赴

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进行

访问。此次出访，代表团与

中国驻波兰大使刘光源及

夫人彭玉英共同参加了旅

波侨团联合举办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暨中波建交 70 周年文艺演

出活动，与福建省商务厅在

匈牙利布达佩斯、波兰华沙

联合举办两场经贸推介会。

代表团先后拜访 10 余

家华侨华人机构，广泛接触

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华人

社团、商协会、同乡会、和

统会负责人，看望侨领乡

贤、敦睦乡情乡谊，向大家

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

福建籍华侨华人的相关情

况。每到一处，代表团都详

细介绍厦门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厦门市海外联谊会

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

联络总部的工作情况，倾

听他们对福建、厦门经济社

会发展的意见建议，诚挚邀

请他们加入厦门市海外联

谊会工作。

据了解，代表团到访三

国的福建商会社团均是去

年第一批入驻海外华侨华

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的侨

社，也是代表团此访的重点

侨社。出访期间，代表团力

促厦门市总商会与他们建

立密切联系，并积极推介厦

门民营企业。在与俄罗斯福

建总商会会长王长泉先生

座谈时，邀请俄罗斯福建总

商会加入由厦门总商会牵

头发起的“海丝”城市商会

联盟，王长泉会长当场征求

商会其他负责人意见后，即

表示愿意加入“海丝”城市

商会联盟，共谋发展。英国

（苏格兰）福建青年会会长

薛瑞勇在《欧洲时报》看到

代表团访问波兰的消息，并

得知代表团在推介民营企

业金牌厨柜的产品时，主动

联系代表团，希望能够更多

了解企业产品情况，代表团

及时协助做好对接。

出访期间，代表团还拜

访了欧洲时报社华沙分社，

与副社长杜国勇先生进行

座谈交流，就《鹭风报》与

《欧洲时报》传版印刷发行

事宜作初步探讨。

代表团参加波兰华侨华人社团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中波建交 7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