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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财经速递

厦门恢复市内团队游

设计特色产品让厦门人

爱游厦门
同安农场休闲一日游、鼓浪屿健

步一日游、翔安赏花一日游……3 月

30 日，厦门各大旅行社纷纷发力，上

架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市内旅游产

品，获得众多市民关注。

鉴于目前疫情防控的需求，旅游

大巴的空座率均在 50%以上。每个旅

游团的人数都控制在 20 人以下，采

用密集发团的方式，确保满足游客的

需求。额温枪、酒精、消毒湿巾、口罩

……各大旅行社均已准备好大量防

疫物资，供员工及游客使用。同时还

针对组团游览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开

展周密的准备工作。

厦门设立 16 亿元融资

增信基金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

抓”的关键时期，厦门市设立“中小微

企业融资增信基金”（以下简称“增信

基金”），助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和

可持续发展。日前，厦门市财政局和

厦门市金融局启动增信基金试点工

作，由市、各区（管委会）、合作银行共

同设立的 16 亿元增信基金，通过为

厦门市中小微企业增信服务，适当降

低银行贷款审核门槛，帮助企业获得

更高额度信用贷款。

市财政局相关人士表示，有了增

信基金“加持”，厦门市中小微企业

在抵质押物缺乏或不足的情况下，

更易通过银行贷款审核，获得“低成

本、低门槛、高额度”信用融资。同

时，增信基金在风险机制设计上以

小微企业“信用守护者”的角色，为

支持小微企业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缓释了风险，也解决了金融机构

的后顾之忧。

海外订单激增

厦门企业造呼吸机配件

驰援海外
近日，崇仁(厦门)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生产的一批呼吸机面罩、制氧机

管路、呼吸球被装上车，将发往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用于组装成呼吸

机、制氧机等，抢救患者生命。

连日来，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量攀升，海外国家和地区对医

疗器械等防疫物资的需求量大增，其

中呼吸机更是“一机难求”，中国的众

多呼吸机生产厂家订单早已排满。据

了解，厦门有多家呼吸机配件生产企

业，近期的海外订单也激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3 月 23 日

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

成严重损失，预计全球经济

2020 年将陷入衰退，2021 年有

望复苏。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二十国

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电

话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说，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已经并将继

续受到严重影响。2020 年全球经

济将陷入负增长，衰退程度至少

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相当，甚至

更加严重。

她表示，为实现经济复苏，各

国应优先实施防控措施并强化卫

生系统。病毒被遏制得越快，经济

复苏才会越快、越强。同时，她呼

吁各国采取更多措施，特别是在

财政领域加大作为。

格奥尔基耶娃说，为应对疫

情冲击，IMF 将大规模扩大紧急

融资，并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

合作，提供强有力的、协调一

致的应对措施。同时，IMF 随

时准备部署 1 万亿美元借贷

能力，并考虑其他可选方案，

包括为中低收入国家分配特

别提款权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3 月 23 日呼吁二十国集团团

结一致，展现强有力的政治承

诺，协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目

前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已超过 30 万例。 （许缘）

出实招靠前服务 促项目落地生根

风正千帆竞，春潮逐浪高。3 月 27 日上午，记者从同安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该区省、市、区重点项目共计 132 项，总投资

2524 亿元，以优质项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促进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同安区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按照“计划往前排、工期往前赶、服务往前冲”要求，不断出实招出

真招，主动靠前服务，奋力开创富美同安高质量赶超发展的新局面。

趣店项目效果图 汀溪小城镇集中安置房一期效果图

加力
优质项目接连布局同安
潮起浪涌，擂鼓催行。春日

的同安，处处洋溢着蓬勃朝气、

赶超发展的奋进气息。

新闻发布会上，同安区委

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李毅

作为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

来，同安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

以项目为中心，以服务为抓手，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其中，同安

区作为责任单位的省重点项目

7 项，总投资和年度投资与

2019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9.7%

和 46.7%；其中，市重点项目 16

项，总投资和年度投资分别增

长了 7.8%和 19.6%；区重点项

目 57 项，总投资和年度投资分

别增长了 50.7%和 84.5%。

记者了解到，这些投资项

目中，不仅有先进制造业项目，

更有许多“用地少、产值高、带

动力强”的科技项目和平台项

目。“这些优质产业项目将为同

安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助力同

安高质量赶超发展。”同安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同安区不断围绕

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坚持项

目为先、项目为重，推进产业集

聚、项目集聚、资源集聚，发展

实体经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京东、趣店、顺丰、信和达、华云

数据等一批优质项目接连布局

同安，金牌厨柜、保沣实业等本

地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如今

的同安，已成为项目投资、创新

企业的聚集地和创业者的乐

园。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同安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同安区将继续着力引进

一批强链扩链补链的企业和项

目落地，促进主导产业上下游

配套，做强产业链，做大产业集

群，增强本区的产业竞争能力、

区域服务能力和集聚发展能

力。

给力
聚焦民生夯实发展基础
发展为要，民生为本。记者

发现，除了高质量的产业发展

项目，本次新闻发布会还公布

了移民造福二期、汀溪小城镇

集中安置房一期、四口圳学校

等 106 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

项目。此外，第一季度，同安区

共有西柯片区安置房、凤祥社

区道路改造提升等 6 个省级重

大项目参与了全省集中开工活

动。

据悉，在同安区委、区政府

的精心谋划下，2020 年该区将

安排 20 亿元的预算资金投入

区级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目前，

围绕“省、市、区重点项目优先、

保续建、重民生、补短板”原则，

共梳理出 2020 年第一批区级

政府投资项目 757 个，总投资

175.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8.8

亿元。

“夯实发展基础，必须牢牢

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

目的，不断给力民生建设，让更

多的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同

安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区将下大气力解决基层群众最

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重

大民生建设项目，努力在改善

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提高群众

幸福感。

“完善优质的民生项目配

套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提升

区域环境、招大引强的‘金钥

匙’。”该相关负责人说，本批基

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将进

一步打牢产业发展基础，解除

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富美同安赶

超目标创造新机遇、开辟新天

地、积蓄新动能。

好钢用在刀刃上。为提高

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率，同安区

根据年度投资规模，对区域内

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民生

短板项目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统筹，将出台《同安区政府投资

项目前期论证机制》《区级政府

投资项目涉及管线部分提前建

设的资金垫付机制》等文件，不

仅加强对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

的前期论证，还将统筹推进项

目用地、征拆以及地下管线、管

廊等工程同步实施，让民生项

目有质更有量。

合力
强化综合协调优化服务保障

一个个优质项目落地生

根，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条

条道路四通八达……这背后，

离不开同安区各级各部门凝心

聚力，深入项目一线，为企业提

供周到的靠前服务，以及不断

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和良好

发展的软环境。

“把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

做实做细。”同安区发改局局长

费薇告诉记者，为了快速推动

项目建设，相关工作人员一方

面实地走访建设项目，及时了

解存在困难和问题，将中央、

省、市、区关于推动项目复工复

产的有关政策带到工地现场，

还统筹保障项目单位复工复产

的防疫物资需求，另一方面，为

项目招标和政府采购打通绿色

通道。

近年来，同安区持续打造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投资、

交通、就医、住房、子女入学等

方面给予投资者全面优惠待

遇；在总部经济、企业上市、技

术改造、人才引进和市场开拓

等方面，给予项目企业全力支

持帮助。

“受疫情影响，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的招标场所尚未完全

开放，无法全面满足全市工程

招标和采购业务需求。经我区

与上级部门的协调对接，工程

类 400 万元以下、采购类 200

万元以下的，可前置到我区招

标中心开展，工程类 400 万元

以上的、又急需推进的项目，可

由我区打包成应急项目，市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将开通绿色通

道，有效解决项目招标进度的

问题。”费薇说。

此外，针对项目在竣工财

务决算方面普遍较慢的问题，

同安区发改局在相关部门的配

合下，将出台《加强区级政府投

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的若

干措施》，着重解决政府投资项

目在竣工财务决算中征拆决算

的问题，为项目竣工财务决算

打通“最后一公里”。

（来源：厦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