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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 11 月 18日上午在

北京会见出席中国侨商联合会第

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上午 9时 30分，王沪宁来到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同代表们

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统战部部长尤权，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白玛赤林，全国政协

副主席万钢参加会见并出席大

会。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主持

大会。大会选举谢国民、许荣茂

为第五届会长，通过了关于中

国侨商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侨商

联合会章程的决议、关于设立

中国侨商联合会公益助学金的

决议。

中国侨商联合会成立于

2003 年，是由在中国境内投资创

业的知名侨资企业家组成的全国

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本报讯（记者 林硕）11月 17

日，由致公党中央科技委、致公党

北京市委会、致公党福建省委会

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科技创新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厦门举

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

副主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

鸣，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福

建省委会主委薛卫民出席论坛并

致辞。

本届论坛以“鼓励民营企业科

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汇聚来自致公党组织、国投

集团等有关企业和福建省直有关

部门的嘉宾、专家进行深入交流，探

讨如何强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

度融合，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曹鸿鸣在致辞中表示：“民营

经济是创新发展的重要主体，在

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

汇之际，充分发挥民企在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中的作用，助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我

们共同的使命与挑战。”曹鸿鸣指

出，近年来，中国致公党立足侨海

特色，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科技创新、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等特色领域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形成了“集智聚力”参政议政

的工作格局，积极为营造民营经

济发展良好环境服务。

曹鸿鸣高度肯定了由致公

党福建省委会与民营龙头企业厦

门美亚柏科公司共同建设的福建

致公美亚参政议政基地。他希望

基地深刻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创

新机制，发挥特色优势，凝聚社会

力量，激发专家智库平台的活力，

做深做实调查研究，多建睿智之

言、多献务实之策，为推动民营企

业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助力，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次论坛较去年层次更

高、专业性强，效果也会更好、影

响会更广。”薛卫民表示，期待通

过持续运作，将“科技创新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论坛”打造成观察新

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新成就、新走

向的理论高地和民营企业合作共

赢、分享成果的交流高地，打造成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的突出亮

点和闪亮名片，为福建乃至全国

民营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现场还举行了福建致公美亚

柏科参政议政调研基金成立仪

式。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

委吴棉国、厦门美亚柏科公司董

事长滕达共同为基金揭牌。基金

由美亚柏科公司和公司致公党员

出资，将为美亚参政议政基地调

研工作提供支持。

论坛上，国家开发投资集团

总裁助理兼战略发展部主任郭忠

杰，致公党中央科技委副主任、首

瑞(北京)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南

寅，致公党中央法治建设委委员、

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黄桂林等 6位嘉宾分别从制度

创新、加大投入、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分析等不同角度，就推动民

营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发展作

主旨演讲。论坛还收录致公党组

织和有关专家学者的主题论文

29 篇，进行书面交流探讨。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

国家强”。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本

次论坛顺应时宜，很有意义，致公

党找准了参政议政的切入点。他

们也对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继续助

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充满期待。

本报讯农业产业化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厦门持续加大对本地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

持力度。厦门市农业农村

局近日完成公示，26 家农

业龙头企业将获得共计

1228万元的专项扶持。

厦门共有 44 家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2018 年

实现销售收入 553 亿元，

同比增长 13%。在 2019

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500 强评选中，厦门企

业占据 6 席，数量居全省

第一。厦门农业龙头企业

实力的不断增强，与政府

部门的大力扶持密不可

分。今年，厦门继续加强

扶持力度，积极鼓励农业

龙头企业进行产能升级

和科研创新，陆续出台

《厦门市扶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发展实施方案》

等政策，以多种形式对企

业发展进行补贴和奖励。

此次公布的 2019 年

度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发展项目资金安排中，

26家企业将分别在扩产增

投、订单农业、品牌建设项

目上获得资金补助和贷款

贴息。从公示名单来看，厦

门青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的胡萝卜订单农产品收购

及初加工项目因项目规模

大，再加上收购的是本市

农产品，助力农民增收，根

据相关规定获得最高 80

万元贴息补助；华祥苑茶

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

企业获得第二档 60 万元

补助，多数将用于订单农

业和扩产增投。 （林雯）

本报讯记者从厦门市发改委了解

到，今年 1-10月，厦门88个省重点在

建项目超额完成同期投资计划，完成

投资469.1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进

度的 111.3%，超同期投资计划47.6 亿

元，完成年度序时进度的 91.9%。

产业项目快马加鞭
制造业项目中，中国移动(福建厦门)

数据中心BO1数据中心正在进行消防

系统检测，申报土建预验收，其余部分

正在进行水电安装扫尾工作；宸鸿科

技手机触控项目厂房完成消防验收，室

外工程基本完成，其余部分正在进行

室内精装修；厦门能源材料与石墨烯产

业协同中心建设正在准备竣工验收。

服务业项目中，软件园三期正在

进行内部装修及消防验收；厦门火炬

新科广场超前 4个月完成全年投资计

划，目前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阶段；此

外，英蓝国际金融中心、东纶智创物流

园、现代服务业基地(丙洲片区)统建区

一期工程等一批金融、旅游、软件信息

服务业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
1-10 月，厦门 5 个轨道交通项

目(1、2、3、4、6 号线)完成投资 150.8

亿元，超同期计划 17 亿元，完成同期

计划的 112.7%。

道路交通项目加快施工进度。作为

“两环八射”快速路系统中内环重要道

路的第二西通道，正开展主线隧道及

服务隧道施工，主线隧道完成 76%，竖

井完成 94%，桩基完成 85%，服务隧道

完成99%，C匝道全部完成；滨海东大

道一至三标段进展顺利；翔安机场快速

路南段(翔安南路-大嶝段)桩基、承台、

墩台、箱梁施工均已进入收尾阶段。

社会事业项目进展顺利
岛外医院建设快速推进。3个在建

省重点卫生项目完成投资 8.1亿元，占

年计划 101.9%。其中，马銮湾医院门诊

楼完成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在进行

外立面幕墙骨架安装；环东海域医院

主体工程均已开工，南地块正在进行

地下室施工；第五医院一期扩建项目

地下室竖向构件浇筑已完成。

教育项目全力推进。厦门大学翔

安校区正按计划进度稳步推进，实验

动物中心二期完成竣工验收；集美大

学印斗校区工程 A区结构全部完成，

室内装修基本完成。华锐双语学校北区

主体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施工。

亮眼数据

●1-10 月，厦门 37 个省重点在

建产业类项目完成投资 143.8 亿元，

完成 1-10 月计划的 108.7%，占年度

计划的 90.7%。

●1-10月，厦门 44个省重点在建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均超过或达到年度

分月计划，共完成投资 313.7亿元，完成

同期计划的 112.3%，完成年计划92.1%。

●1-10 月，厦门省重点在建社

会事业项目完成投资 11.6 亿元，完

成同期计划的 117.9%，占年计划

101.6%。 （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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