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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水和免洗洗手液等，为防控疫情作贡献。（王火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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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9 日，福建省委

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市长

庄稼汉继续走访调研厦门重点企

业，既为企业防控疫情和复工复

产排忧解难，又推动实力企业抢

抓机遇增资扩产、以商引商，确保

招商引资不断线，推进优质项目

落地厦门。

亿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节后

快速复工，员工到岗率达到 94%，

在建的总部大楼项目也已开工。

去年这家企业销售收入增长

38%，今年增长目标依然定在

30%以上。胡昌升来到公司，了解

企业运转和项目建设情况，叮嘱

企业在严格疫情防控和严把建设

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生产研发和

项目建设进程，促进发展提质增

效。在当日走访的企业中，立达信

集团、施耐德电气、麦克奥迪，都

有在厦增资扩产或新项目落地的

计划，复工率都在 80%以上。宸鸿

科技、松下电子的返岗工人每天

都在增加。

胡昌升针对企业反映在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面临的防

护物资、招工、人才、发展空间

等问题，当场协调相关部门、相

关区逐一研究解决，为企业发

展排忧解难。他感谢各家企业

与厦门同舟共济、携手“战疫”，

很多企业为厦门、为疫区捐款捐

物，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

企业家的大爱精神。他鼓励和

引导企业抓住机遇、化危为机，

积极在厦门增资扩产，继续为厦

门发展以商招商，在新的一年作

出新的贡献。企业负责人认为，

疫情发生以来，厦门市采取坚决

果断措施，疫情防控扎实有力，

为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创造了良

好条件。他们相信厦门的执行

力和决策能力，会在项目落地和

企业发展过程中，为企业营造更

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

服务。他们表示，愿意发挥企业

自身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在厦

门做大做强。

庄稼汉深入诚益光学、安费

诺公司、太古飞机、台松精密电

子等工业企业，调研推进复工

复产工作。“防护物资够不够？”

“物流运输是否顺畅？”“员工住

宿有没有困难？”，每到一家企

业，庄稼汉向企业介绍厦门疫

情防控形势，宣传惠企政策，现

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庄稼汉

表示，当前厦门疫情防控有力

有效，各企业在做好防控的同

时，要加大复工复产力度，把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他强调，各级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主动上门服

务，加快兑现惠企政策，做好防

护物资供给，协助企业解决物流

保障、用工招聘、员工返岗、员

工住宿、法律服务等问题，全力

帮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在了

解到不少企业通过“机器换

工”，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情

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研究扶持

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促进劳动效率提升。

市领导黄文辉、韩景义、黄晓

舟分别参加调研。

（蓝碧霞江海苹）

本报讯 2 月 17 日，厦门市委统

战部部务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推进

厦门统一战线抗击疫情工作。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主持会议

并讲话；全市各民主党派主委或专

职副主委，系统各单位主要领导，部

班子成员及驻部纪检组副组长、机

关各处室负责人参会。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市

统一战线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工

作要求，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出了统一战线应有的贡献；会议

对全系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学组

织调度，强化宣传引导，发挥智力优

势，认真履职尽责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会议指出，当前

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但防控工

作一刻也不能松劲，仍需作为当前

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好。

会议强调，一要始终坚定必胜

信心。全市统一战线要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市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坚定必胜的信心。二要

坚决落实防控要求。要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克服麻痹思想，以更严格的

要求、更高的标准、更具体的措施，

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和细处。三

要同心同德参与抗疫。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民宗局、工商联、侨台

金等系统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责

和优势，突出各自领域工作重点，继

续为疫情防控工作助力加油，作出

应有贡献。四要持续加强舆论宣传。

要继续正面发声，弘扬正能量，广泛

宣传上级部署要求，及时反映社情民

意，大力宣传抗疫一线先进人物，营造

厦门统一战线众志成城、同心阻击疫

情的浓厚氛围。五要抗疫业务两手抓。

要根据疫情防控工作情况适当调整年

度工作计划安排，一手抓疫情防控工

作，一手抓统一战线各项日常业务

工作落实，有序推进年度工作开展，

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

统战部长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

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研究统战工作

议题的精神。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福建省委省政

府、厦门市委市政府密集

出台政策支持企业渡过难

关。为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厦门各相关单位迅速制定

了有关扶持政策的办事指

南，日前《厦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公布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扶持企业发展若

干措施办事指南的通知》

(简称《办事指南》)对外发

布。

此前，《福建省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的

若干措施》《厦门市人民政

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

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

知》以及《厦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强

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施方

案的通知》等企业帮扶政

策相继印发实施，大大增

强了企业发展信心。此次

《办事指南》将上述文件有

关内容整合分为着力降低

运营成本、减轻中小企业

税费负担、支持企业增产

增效、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加强金融服务保障 5 部

分、39 条政策，明确了每

条政策事项的申报流程、

申报材料、受理部门及联

系方式、责任部门，让申报

受理工作更具操作性、规

范性和便捷性，确保各相

关企业及时享受政策优

惠。

文件要求，各区、市直

各相关部门、各开发区管

委会、各有关单位要通过

各自网站、新媒体等平台

主动向社会发布，耐心做

好政策辅导和解释工作，

按照指南规定的相关流程

和申报材料，积极组织扶

持对象申报，尽快将各项

政策落实到位。对于省里

暂未明确扶持标准或申报

要求的部分，各区各部门

也要密切跟踪，一旦明确

后第一时间更新指南并向

社会发布。 （蔡镇金）

本报讯 厦门招商

“作战地图”有手机版

啦！为进一步精心精准

精细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厦门市发改委牵头

于近日推出了“厦门招

商地图”手机版。

“厦门招商地图”

是厦门去年上线的线

上招商平台，为来厦

投资的企业家们提供

全链条、全周期、全天

候的服务。

记者打开“厦门招

商地图”手机版看到，手

机版对原网站的结构进

行了压缩，对内容进行

精简，将投资者最关心

的内容直观呈现在网站

首页。网站分为“产业空

间规划”“重点发展产

业”“重点招商片区”以

及“投资机会清单”四大

板块。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厦门招商地

图”手机版网站的开通，

有利于增强网站与用户

的交互，将使投资者更

方便快捷地了解厦门产

业资讯，快速锁定投资

目标，助力项目精准落

地，为提升厦门营商环

境提供助力。

今后，厦门各招商

部门也将在“厦门招商

地图”上实时更新各类

招商资讯。厦门产业发

展方向、产业空间布局、

项目载体以及投资机会

清单等内容的最新进展

和变更情况将在第一时

间在网页版和手机版网

站同步推送。

手机用户打开“厦门

招商地图”的原网址

（www.invest.xm.gov.cn），

即可跳转到全新的手机

网站界面。此外，“厦门

招商地图”手机版网站

还与已推出的“投资厦

门”微信公众号优势互

补，在“投资厦门”公众

号上设置网站链接，形

成全方位服务体系。

（刘艳）

本报讯 2 月 16 日，

记者从南昌铁路局集

团公司获悉，满载电子

设备、石制品、无纺布、

塑胶制品的中亚班列

从厦门海沧火车站顺

利发出，驰往二连境。

这标志着在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下，海沧站班

列发行已经恢复常态

化。

截至 16 日，海沧

站在正常有序工作情

况下确保零疫情的同

时，开行班列 3 列，合

计 255 车，货值 1000 万

美元。海沧站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班列货

源，主动联系物资单位

和运输方案，并加强与

海关部门的联劳协作，

确保本次货物能够安

全顺利发行。

（吴宏雄 李莹）

“厦门招商地图”推出手机版
增强与用户的交互，助力项目精准落地

海沧站中亚班列恢复常态化

研究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企业及时享受优惠

厦门侨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共抗疫情，侨界在行动

侨资企业疫情面前见真情

最美的背影
致厦门援鄂医疗队的白衣天使

2 版

8版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