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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招商引资不打烊：
财经速递

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

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面向全国开放

由火炬高新区累计投资 5000

万元分三期建设的厦门火炬石墨烯

新材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已全面建

成，并面向全国提供技术检测、技术

咨询和应用开发等服务。这意味着

这一针对石墨烯新材料领域的“共

享实验室”将走出福建，链接更广泛

的创新资源，助力厦门石墨烯新材

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对多数企业来说，购置价格高

昂的检测设备是不现实的，火炬石

墨烯新材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搭

建，可以让企业享受‘家门口’的检

测服务，同时也为我市有检测需求

的高校院所提供更多近距离的选

择。”平台运营管理方厦门火炬石墨

烯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平台的检测价格低于市场

价，有利于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i 厦门平台“迎新”

“服务业 e点通”上线
据了解，“服务业 e 点通”已在“i

厦门”平台正式上线，打造成为厦门

市服务各类服务业企业的“单一窗

口”。目前，“服务业 e 点通”已先行

推出“政策篇”，汇集市、区两级推进

服务业发展惠企政策和申报指南，

实现一网共享、一站服务、一键查

询。

点击菜单中的“掌上服务”，就

可以看到“服务业 e 点通”，窗口页

面涵盖了餐饮、电子商务、港航、会

展、旅游、外贸等服务行业的市区两

级政策。

厦门产“神器”面世

智能防疫工作站
15 秒完成检测消毒
日前，出产于厦门的可快速移

动部署疫情检测“神器”———金龙

ANMO智能防疫工作站正式面世。

据了解，金龙 ANMO 智能防疫

工作站，是出入口防疫监控综合管

理平台，由智能检测区和 360 度消

毒区两大区域组成。

网购订单大增

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

司 3月 16 日宣布在美扩招 10 万

员工，包括仓储工人和快递员，以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购订单

数量飙升。此外，这家公司还宣布

涨薪措施，以期

从遭受重创的餐

饮、旅游和娱乐

行业“挖人”。

需求猛增

为应付庞大

的订单压力，总

部位于美国华盛

顿州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 3月 16

日宣布在美扩招 10万员工，涵盖

旗下各配送中心、运输部门和仓储

部门。据亚马逊负责全球运营的高

管戴夫·克拉克介绍，扩招范围包

含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

克拉克在博客中写道：“我们

注意到（网购）需求显著增长，这

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时候的劳动力

需求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连日来，越来越多美国民众

选择在网店而非实体店购物，以

减少人员接触，使得亚马逊等网

络购物平台订单量大增，不少商

品出现断货，快递投送速度变慢。

此外，美国艾伯森连锁超市、

克罗格连锁超市和瑞雷连锁超市

同样面临网购订单激增的情形，

均着手扩招员工。

克拉克说，正值美国民众

“宅”在家之际，“确保网购商品顺

利送达用户手中至关重要”。

涨薪挖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餐

饮、旅游和娱乐行业遭受重创，不

少员工不得不休无薪假或暂时失

业。亚马逊公司、艾伯森连锁超市

等企业则把目光瞄向这些行业，

纷纷出招从这些行业“挖人”。

亚马逊在一则招聘广告里向

他们喊话：“我们希望那些人知

道，在一切恢复正常、老东家能再

次聘用他们之前，我们欢迎他们

加入我们的团队。”

亚马逊公司决定，临时上调

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员工时薪，美

国员工最低时薪从 15 美元涨至

17 美元，英国员工最低时薪上调

2 英镑，其他欧洲国家的员工最

低时薪上调大约 2欧元，以期吸

引更多人员投身亚马逊。

亚马逊公司估计，在北美和

欧洲地区的涨薪支出将超过 3.5

亿美元。 （杨舒怡）

环球经济

战疫不松懈，招商不停摆。

疫情防控期间，集美区紧盯招

商引资工作，采取在线服务、微

信群办公等方式，及时了解企

业需求，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争

分夺秒推动项目落地，化危机

为商机，保障辖区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

市招商大会以来，集美区

聚焦招优引强、招新引特，多措

并举，建立集美区招商引资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六组”，

创新“369”招商体系，鼓足冲

劲，加快项目洽谈速度、推进项

目尽快落地。截至目前，在库

招商项目 484 个，总投资额

1295.92 亿元。其中高能级项

目数、大项目数实现历史突

破，同比增加了 35 个，新增投

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29 个，总

投资 1063.2 亿元。2020 年 1 月

以来新增项目 35 个，总投资

82.0226 亿元，新增落地项目

16 个，总投资 17.1002 亿元，招

商大会“虹吸效应”显著。

主动服务

抢商机促项目转段落地
“受疫情影响，我暂时无法

回厦门。多亏了集美区商务局

主动帮我们联系工业厂房租赁

事宜，副区长出面帮忙协调、招

商专员每天紧跟进度，我们的

项目取得了有效进展。”受疫情

影响，东莞嘉航实业公司在是

否继续集美新项目上打起了退

堂鼓，但在集美区的积极协调

服务下，项目“转危为机”，总经

理李雯雯对集美招商服务工作

竖起了大拇指。

与嘉航实业一样，神州数

码鲲泰产业生产基地等一批重

点在谈项目于近日转段，拟于

近期签约落地———疫情期间，

集美区虽然暂缓了外出招商计

划，但在线联络、在线服务企业

工作“不打烊”，通过电话、微

信、邮件等平台，推进项目转段

升级。

集美区与疫情抢时间，争

分夺秒促项目落地。山姆会员

店、大悦城等商超项目做评估，

需要调研户籍人口等多项数

据，疫情期间难以开展。集美区

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做好“店小

二”，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企业提

供参考，大大缩短了评估周期，

有力推动项目落地。

此外，集美区还重点围绕

机械装备产业、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现代物流业、文化创意与

旅游产业、新材料产业、都市现

代农业六大产业链群，以诚毅

国际商务中心、万科云城、万科

广场、电子城项目作为今年重

点招商平台开展招商工作，瞄

准疫情过后具有爆发性成长潜

力的保险、医药板块，开展精准

招商。

高效协调

“一企一群一策”

全天候精准服务
“疫情当前，在集美区支持

下，项目进度基本没受到影

响。”神州数码集团华为 SBU 业

务发展部总经理梁旭说，春节

前，公司的新项目已选址安仁

产业园，计划年后动工，没想到

被疫情打乱了节奏。集美区召

集相关部门组建项目微信群，

在线协调解决项目落地问题。

在各部门合力推动下，目前神

州数码已着手建筑主体设计。

据了解，疫情期间，集美区

创新工作协调方法，组建项目

微信群，“一企一策”在线指导

企业开拓新形势下的业务渠

道。在微信群里，企业可随时提

问题，各相关部门快速反应对

接，区领导每天定时上线“开

会”，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存在的

问题，实现“点对点高效对接协

调”。集美区根据企业需求制定

政策，不是大水漫灌，也不是简

单拼凑，而是根据厂房需求补

租金、按照成本需求补水电、根

据市场需求找订单等。

德邦厦门智慧物流园项目

用地涉及市政道路迁改，集美

区与相关部门积极协调，研究

现有市政道路迁改方案的可行

性。“疫情期间，集美区主动跟

我们对接，让我们感到很暖

心。”德邦快递产业园投资拓展

中心总裁张欢用“出乎意料”来

形容集美区的招商服务，目前

德邦正调整项目规划，抓紧启

动用地出让前期手续。

日前，市招商引资工作领

导小组向全市企业家们发出一

封信, 表示将持续抓招商促发

展，与企业风雨同行、携手共

赢。包括大悦城控股总经理曹

荣根在内的许多企业家振奋不

已:“为厦门点赞，我们一起加

油！”

挖掘增量

一批企业“逆市”增资扩产

作为电源适配器生厂商，

“三高企业”科力电子研发的新

一代电源适配器，将为厦门 5G

技术发展提供配套保障。近日，

在集美区的努力推动下，该企

业走上增资扩产“快车道”。

“2 月 11 日，集美区领导来

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我们提

到公司的增资扩产计划，当时

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听者有

心，不到一周，区领导就召开专

题会，研究同意提供集美区国

投公司厂房租赁给我们。”科力

电子财务总监徐进远说，这大

大加快了公司增资扩产的步

伐。

据了解，在走访企业复工

及疫情防控工作时，集美区主

动见缝插针挖掘增量，支持企

业做大做强。该区积极主动与

市资规委的招商专员对接招商

工作，引导企业用好市里的好

政策、好资源与好平台，借势

“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疫情期

间，集美区还与供销国源团队

深度洽谈，促进再生资源平台

项目尽快实际运营；在走访调

研期间还推动了好慷等一批企

业今年实际利用外资工作。

（来源：厦门日报）

华西厦门医院项目已复工，集美区招商工作加快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