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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新经济发展大会召开
本报讯 11 月 29 日，厦门新

经济发展大会在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胡昌升在讲话中指出，厦门正抢

抓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以

发展新产业、培育新业态、探索新

模式为路径，以“互联网 +”为抓

手，加快构建高能级的新经济产

业生态。

市长庄稼汉主持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家东、市政协主

席张健等市各套班子领导出席。

来自新经济领域的新锐企业代

表、知名投资机构和业界专家学

者、各区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厦门市新经济领域重点企业负责

人、金融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

谋加快新经济发展大计。

胡昌升说，新经济是开启未

来发展的金钥匙，它承载着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成为新一轮城

市竞争的制高点。拥抱新经济是

厦门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

辑。厦门的营商环境能为新经济

企业提供成长的沃土，产业基础

可为新经济企业提供登高的阶

梯，宜居环境将为新经济企业提

供引才的砝码。

胡昌升表示，厦门加快构建

高能级的新经济产业生态，力争

到 2025 年，引进和培育独角兽、

瞪羚企业超过 200 家。我们正在

打造数字经济引领区，积极培育

新业态、探索新模式，着力突破关

键技术，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我们

正在打造平台经济集聚区，夯实

公共服务、共享服务、创新创业服

务等基础性平台，大力发展产业

性平台。我们正在打造智能经济

先行区，提高人工智能研发能力，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动人工智

能规模化应用。

“新经济企业是新生产力的

‘种子’，我们要用心呵护、用情浇

灌。”胡昌升表示，我们将以开放

胸怀拥抱新经济，秉持开放发展

理念，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以有效举措支持新

经济，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大

力引进新经济领军企业，助力企

业拓展应用场景，合力打造协同

创新体系，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以聚合要素服务新经济，多元

化拓展融资渠道，高起点搭建平

台载体，大力度优化人才服务，让

厦门成为新经济蓬勃发展的热

土。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

景源、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才、中

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

凌、趣店集团创始人兼 CEO 罗

敏、微医集团创始人廖杰远、喜马

拉雅创始人兼联席 CEO 陈小

雨、优刻得创始人季昕华等嘉宾在

大会上作了发言。他们从国家战

略、政策方向、技术革新、企业需求

等不同层面，为厦门新经济发展分

析形势、研判趋势、分享观点。

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共有 29 个新经济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超 170 亿元。 （蓝碧霞）

厦门魅力征服荷兰
厦门赴阿姆斯特丹举办旅游推介会

本报讯 11 月 28 日，厦门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旅游推介会，

厦门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

风物大放异彩，深深吸引了 130 多

位当地旅行商、媒体等参会代表。

推介会是为贯彻落实全市文化旅

游会展产业发展大会精神，市文旅

局开展的“海上花园·诗意厦门”全

球营销系列活动之一。

推介会以欧洲游客最关注的

“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为切入口，

重点推介了厦门的邮轮旅游、高端

酒店休闲游等旅游产品，以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在厦门举办为主题，首

次向欧洲推广厦门影视旅游产品。

现场被布置成“厦门走廊”的模

样，通过图片营造鼓浪屿历史国际

社区、亚洲新兴邮轮母港、中国滨海

休闲胜地等场景氛围，同时设置“厦

门会晤”同款美食区、“万里茶道第

一门”茶座、厦门特有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饼体验区等互动区域。厦门旅

游推广大使彭军在现场以中外经典诗

歌对应介绍不同的厦门旅游景点和美

食等，“万顷波涛拥海来”的海上花园、

“日啖不厌”的厦门美食、“条条大道通

厦门”的便捷交通，让与会嘉宾感受到

厦门的美丽风景与人文诗意。

“明年我要争取组织 50 个以

上的旅游团到中国厦门。”当地最

大旅行商 CEAG 总裁 Patty 表示，

这次前所未有的推介会，让他全方

位了解厦门的旅游资源。不仅如

此，本次推介会实现了高位对接并

开展招商活动，厦门旅游企业与欧

洲旅行协会、荷兰商会旅行分会等

客商商谈合作事宜，就项目合作、

联合宣传、区域产品代理等交换了

意见。 (吴君宁彭军)

厦门新增两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本报讯 近日，国家科技部公

布 2019 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名单，厦门市科技局推荐的青瓦创

业基地与海峡两岸(厦门海沧)无人

机暨智能机器人孵化基地，被科技

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占全省新增数一半。至此，厦门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到7家。

青瓦创业基地由厦门青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成

立，建筑面积 11808 平方米，目前

在孵互联网 +、智能硬件、人工智

能、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初

创期企业 65 家。青瓦创业基地以

空间 + 服务(资源)+ 基金，打造全

链条创业生态圈，加速创业者的成

长进程，提高创新成功率。目前，青

瓦创业基地已累计投资仙侠网络、

豆玩互动、榉树智能等 27 个创业

项目，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

家，孵化成功 26 家企业，其中仙侠

网络等两家企业登陆新三板。

海峡两岸无人机暨智能机器

人孵化基地由厦门一品翼兴创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与海沧区政府于

2015 年 10 月合作建立，总面积

12000 平方米，采用“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合作机制和“孵化＋创

投”的服务模式，旨在孵化无人机、

智能机器人、智能硬件及周边等新

兴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目前在孵

企业 56 家。启动运营以来，基地已

孵化成功 20 余家企业，培育 8 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企业“赛

客医疗”在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生物医药行业赛中从 3367 家企

业中脱颖而出，跻身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总决赛，夺得全国创新创业大

赛总决赛优胜奖。

目前，厦门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共 34 家(其中国家级 7家)、众创空

间 224 家 (其中国家专业化示范 2

家、国家备案 31 家、省级 69 家)、孵

化场地面积 130万平方米，在孵创

业团队4686 个、在孵企业 2142 家，

培育了弘信电子、美图、美亚柏科、

4399等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强行业影

响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2015 年以来，厦门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

态环境，加强双创载体建设，科技型

企业成长迅速。2019年 4月，厦门市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绩

效评价名列全国前八，获财政部奖

励资金 4500 万元。近年来，厦门还

涌现出全球首个ROS1靶向药物伴

随诊断试剂、全球首例石墨烯基非

金属散热器、心脏“折叠”手术等一

批跻身国内国际先进行列的产品和

技术。 (钟宝坤孙笑东林江斌)

积极引进重点产业紧缺人才
厦门对列入“引才资助对象”的人才

将给予薪酬津贴或相关补助资金支持

厦门市委统战部

举办涉侨法律法规及政策专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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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厦门市发

改委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

步实施厦门市重点产业紧缺

人才计划的暂行办法》，对列

入“引才资助对象”的人才将

给予薪酬津贴或相关补助资

金支持。

该《办法》旨在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有

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

境，集聚重点产业高层次紧

缺人才，促进厦门支柱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据介绍，用人单位、申报

人选根据公告要求，并以用

人单位为申报主体，按属地

原则或行业分工向主管单位

提交包含用人单位、申报人

选履约承诺的申报材料。火

炬管委会、厦门自贸委服务

辖区企业、人才，市发改委服

务轨道交通项目人才，市工

信局服务半导体（集成电路、

LED）、机械装备、节能环保、

新材料等产业领域企业、人

才，市科技局服务生物医药

与健康等产业领域企业、人

才。

紧缺人才：是指有助于

重点产业领域企业提高核心

竞争力、增加市场占有率，社

会供给不足且来厦门从业时

间不超过 3 年的重点产业人

才或人才团队。

如何资助“引才资助对象”？

1、聘用人才、团队人才

聘用人才、团队人才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期

限不少于 3 年并履行劳动合

同满 1 年，符合以下条件者，

可申请一次性薪酬津贴。

荫担任中层以上专业技

术或专业管理岗位职务，年

薪达到 50 万元（含）以上的

引才资助对象，给予 15 万元

薪酬津贴。

荫其他引才资助对象，

给予 10 万元薪酬津贴。

2、柔性人才

柔性人才资助对象，根

据本地企业按项目协议或工

作合同支付个人的劳务报酬

总额(不含分红、股权激励)给

予 20%，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

的劳务报酬津贴。

3、特殊支持计划的本土

领军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的本土领

军人才资助对象，经市委人

才办批准列入特殊支持计划

的，享受厦门市领军人才相

关待遇。 （刘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