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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立谋获 2019 年度

厦门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近日，2019 年度厦门市科学技术奖揭晓，

厦门著名侨资企业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立谋博士荣获 2019

年度厦门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本次共评选重大贡献奖 2 人、科技创新杰

出人才奖 10 人、科技进步奖 55 项。郑立谋在

免疫学、肿瘤治疗、基因治疗等制药研究领域

的国际一流杂志发表论文 50 余篇，申请专利

50 多项，实现多个产品产业化，是国内外肿瘤

新药研究和个体化分子诊断与治疗领域的知

名专家。目前艾德已研发出 20 余种肿瘤个体

化分子诊断产品，是同行业中产品种类最丰

富、最齐全的企业之一，产品销往全球 5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公司的拳头产品与国际跨国巨头

企业同台竞技，真正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

国际领先。

房贷利率“换锚”可线上办理
3 月，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

作如期启动，成为近期厦门市民关注的焦点。

目前厦门市多家银行纷纷发布相关公告，并将

陆续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开展客户通

知工作和咨询服务，已经有不少市民完成相关

转换。

据了解，根据此前央行公告，今年 3月 1

日 -8 月 31 日，各金融机构将与存量浮动利率

贷款客户就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进行协商。客户

可选择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

以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或者选择转换

为固定利率。若客户选择转换为 LPR，利率水

平将随市场利率水平变化；若客户选择转换为

固定利率，未来贷款利率值将固定不变。需要

注意的是，定价基准只能转换一次，转换之后

不能再次转换，客户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

择。

艺术厦门线上博览会启动
艺术厦门启动 2020 年线上博览会，从 3

月 11 日起，以免费参展的形式邀请全球杰出

艺术机构及艺术家参与报名。艺术厦门线上博

览会旨在为全球多地艺术画廊、机构、艺术家

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通过网络传播，汇聚艺

术力量。

据介绍，2020 年艺术厦门线上博览会将以

多场次多主题展开。参展单元划分为：国际画

廊单元、新锐艺术家单元、艺术设计单元、城市

艺术单元四大板块。其中，国际画廊单元将带

来更多国内外顶尖的当代艺术作品；新锐艺术

家单元将呈现对多元媒介的大胆尝试与实践；

艺术设计单元旨在集结各式设计内容及作品，

挖掘艺术审美在日常中的体现；城市艺术单元

将通过雕塑、装置等艺术作品，共同探讨城市、

艺术、自然协同共生。

据悉，艺术厦门自 2015-2019 年以来成功

举办了六届艺术博览会，平均每届观展人群达

到 6万人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

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近日表示，IMF 计划提供约 500

亿美元贷款，帮助低收入和新兴

市场成员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其中，100 亿美元将以零利率

发放给低收入地区。

“对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IMF设有高达 100 亿美元的快速

支付紧急融资工具……其他成员

可通过 IMF 的快速融资工具获

得紧急融资，这可以为新兴市场

提供约 400 亿美元的资金。”格奥

尔基耶娃当地时间 3 月 4 日在华

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她指出，这次新冠疫情之所

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影响到了

全球供给和需求。供给会因感染

者发病和死亡而中断，而供应链

受限、信贷紧缩会提高经营成本，

进一步影响供给端。同时，受疫情

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消费者

行为更趋谨慎、人们支出能力下

降等，都会导致需求减少。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不论何

种情况下，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

都将低于去年水平。至于比去年

低多少，以及会持续多长时间，眼

下还很难预测，这将取决于疫情

的发展态势，也取决于采取行动

的时机和措施的有效性。

“过往的经验显示，因疾病导

致的经济损失中约三分之一是直

接成本，包括人员死亡、企业停

工、隔离成本，剩下的三分之二是

间接损失，疫情会蚕食消费者信

心，阻碍商业行为，令金融市场趋

紧。”她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此前

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中预测称，在最好的情况下，2020

年全球经济将仅增长 2.4%，相比

去年 11 月时的预测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这也是 2010 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OECD 表示，如果病

毒扩散至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

洲，那么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

跌至 1.5%。

格奥尔基耶娃指出，新冠疫

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IMF三分之一的成员国直接受到

疫情影响，因此，急需在全球层面

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加快供需恢

复。

“我们都知道，新冠病毒蔓延

局势非常严重，并且很可能会恶

化。”她呼吁成员国从财政上确保

一线卫生相关支出，以保障人民

福祉，减缓病毒传播，同时采取必

要的金融措施来应对供需所受到

的冲击，以及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来稳定金融市场。

（《界面财经》报道）

在协议上签字，面对镜

头鼓掌致意！落实厦门市委

市政府“以节促产”和“全年

金鸡、全城金鸡”发展思路，

湖里区影视文旅招商项目视

频签约大会于 3 月 11 日举

办，拉开 2020 年金鸡电影节

相关活动的序幕。会上，涉及

影视、文化、旅游、会展、体育

等 5 个领域 20 余个项目正

式签约，其中湖里区与厦门

自贸片区携手引进的项目有

3个。本次签约大会计划投资

额逾 180 亿。

越是防控最吃劲的时

候，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

心”；越是艰难时期，越要抓

发展———视频签约大会的成

功举办，正是湖里区经济发

展企稳回暖的最强信号。近

段时间以来，该区贯彻市委

市政府的要求，坚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

抓”，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作为发展的生命线，用倾情

倾力服务坚定企业投资兴业

信心。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

选择特区发祥地，为湖里区

经济发展投“信任票”。

立体招商

首批 20余家企业

签约进驻
3 月 11 日上午，湖里区

影视文旅招商项目视频签约

仪式顺利举行。与此同时，20

多家企业负责人也郑重签

字，同步完成视频签约。

这是一场人们期待已久

的视频签约大会。早在今年

春节前，湖里区委主要领导

就专门带队前往北京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推动了多个影

视文化项目的落地进程。湖

里区影视文化招商组有关负

责人表示，该区影视文旅招

商项目签约的计划启动早、

落实快，原计划在元宵节后

就举办全区文旅签约大会。

疫情防控期间，湖里区招商

脚步不放缓，安排专人对所

有项目进行细致跟踪和精准

服务，创新形式改签约大会

为视频签约会，推动一系列

项目快速落地，形成复工复

产工作的“大潮”。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本

次视频签约，同样也是文旅

企业对湖里区工作的认可，

对特区发祥地信心的体现。

“湖里区环境优美、营商环境

一流，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

爱尚传媒产业有限公司在这

里获益良多，多次向我们推

荐。这一次，我们跟随合作伙

伴的脚步来到湖里，信心十

足，未来，我们很乐意把更多

项目带到这里！”中传财富

(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温伟文表示。中国文化

传媒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注

资组建的大型国有中央文化

企业，中传财富作为该集团

的子公司，将和爱尚传媒一

起在湖里设立中传星尚东南

总部，运营一系列影视文旅

项目。

翻开签约项目名单，像

中传星尚这样的优秀项目不

在少数———横琴水木新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在湖里区

落地水木新华影视产业项

目，助力厦门打造电影之城；

五石缘(厦门)影视有限公司

将以构建影视剧本创作基地

为重点，努力将五石影视产

业园打造成为引领型的面向

未来厦门影视产业的综合性

园区……

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

来的背后，是湖里区“立体招

商”模式在不断释放能量，他

们携手自贸区厦门片区、火

炬高新技术区打造“三区招

商联体”。同时，通过鼓励创

新股权招商、以商招商，引得

企业结伴来———今年来，湖

里区重点企业上海事途科技

集团就打响开春头炮，他们

积极对接各项资源，引进朝

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

外上市和集团供应链管理项

目，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进

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走心服务

给力措施解企业

燃眉之急
“我们园区目前是湖里

区首批兑现政策的影视企业

之一，这为我们顺利复工带

来很大帮助。”这段时间，湖

里区开展了“千名干部进万

家企业”行动，面对来访的

“特派员”，忻时代影视交流

服务平台的有关负责人连连

称赞。原来，该区推出了“一

月一兑”政策，每月及时兑现

扶持政策。

支持复工复产，湖里区

影视文化招商组在疫情防控

期间及时调整了工作安排，

开展了一系列“心连心”服

务。除了在 7个工作日内给 4

家企业兑付超 15 万元税收

奖励，解决企业燃眉之急，招

商组成员还协调联发华美空

间、文创口岸、联盛大厦、联

泰大厦、东南天地、海峡建筑

设计文创园等项目，为商铺

免除一定租金。以此为基础，

他们对辖区文化企业进行摸

底，制定简化认定流程、缩短

兑现周期等 6 条支持文化企

业复工复产措施，解决企业

实际困难。

“点对点”突破解难题，

服务招商不停歇。当前，湖里

区影视文化招商组对每个项

目实行专人跟踪，对重大项

目落地过程遇到的问题及时

协调解决，并加快对影视企

业扶持政策兑现；出台扶持

政策时同步发布申报办法，

助力影视企业早日正常运

转，吸引更多人才来到湖里。

对于企业复产复工中遇到的

困难，招商组成员则发挥“屏

对屏”办公优势，随时“在

线”，及时解答企业困难、服

务需求。

（《厦门日报》报道）

投资额超 180 亿：

本次签约的五石缘(厦门)影视有限公司项目效果图

提供 亿美元贷款应对新冠疫情 阴 聂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