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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6日，福建

省举行重大招商项目集中

“云签约”，总投资达 100 亿

元的远盈华东南区域 IDC厦

门数据中心项目在厦门分会

场完成签约。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胡昌升，市长庄稼汉在

厦门分会场出席签约活动。

厦门市列入此次全省

集中“云签约”重大招商项

目共 47 个，总投资 725.16

亿元，其中:央企项目 8 个，

总投资 130.5 亿元；民企项

目 10 个，总投资 253.66 亿

元；外资项目 13 个，总投资

241 亿元；自贸区项目 16

个，总投资 100 亿元。

远盈华东南区域 IDC厦

门数据中心项目在厦门分会

场参加现场签约。该项目总

投资 100 亿元，由远洋集团

投资、盈石集团运营，计划建

设新一代绿色环保低碳型数

据中心，并逐步建成云计算

和大数据实训基地，投产运

营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2

亿元、利润4.5亿元。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厦门市大力开展

云端招商，加快推动一批重

点项目落地，实现疫情防控

和招商引资“两不误”，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注入强劲动力。截至4

月 21 日，全市累计新签约招

商项目139个、总投资711.85

亿元；新落地招商项目 340

个，注册资本总额 542.21 亿

元；新开工招商项目 21 个，

计划投资 73.65 亿元；一季度

实际利用外资59.67 亿元，增

长30.1%，占全省的53.0%。

厦门市将今年确定为

“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攻坚

年”，将在本月 29 日召开全

市招商总结表彰暨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大会，并再组织

一批重点项目进行“云签

约”，巩固提升抓招商促发

展良好态势，着力打造最优

营商环境，努力为全省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蔡镇金）

本报讯（记者林硕）4月

24 日，厦门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张毅恭率队赴集美

学校委员会调研，走访察看

集美体育馆、科学馆、美术

馆、五排间、八音楼群等所

属校委会各处资产，检查陈

嘉庚纪念馆、鳌园景区疫情

防控工作，听取校委会工作

汇报。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

等陪同调研。

张毅恭表示，此行也是

贯彻落实厦门市委“深化大

学习，提振精气神”专项活

动具体举措，通过调研对校

委会的情况有了较为系统

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深受嘉

庚精神教育，深感弘扬嘉庚

精神任重道远。

张毅恭强调，一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

集美校友总会重要回信精

神，从讲政治的高度弘扬好

嘉庚精神，认真用好这一厦

门、集美特有的“烫金名

片”，助力全市“两高两化”

建设。

二要传承《习近平在福

州》采访实录中的文物保

护理念，借鉴鼓浪屿申遗

的做法加强对集美学村的

整体规划，以“保护为主，

利用为辅”的原则做好嘉

庚建筑的文物保护工作。

集美校委会和集美区政

府、集美大学要形成合力，

将“嘉庚精神”这一文化瑰

宝策划好、利用好、宣传

好。

三要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集美校委会要提高依法

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激发干

部的精气神，扛好嘉庚精神

的大旗，不断做强做大嘉庚

事业。

据悉，集美校委会的前

身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

于 1914 年创办的集美学校

管理机构。如今集美校委会

尊承嘉庚先生遗愿，管理嘉

庚先生创办的文化教育事

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维护其

合法权益，为集美学村和集

美社区服务，联络海外集美

校友、集美宗亲。

以项目为抓手
以产业为突破
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今年推进 124 个重大项目
本报讯 记者从 4 月 24 日召开的闽西南

协同发展区办公室第四次主任会议获悉，协同

区 2020 年重点推进的重大项目共 124 个。今

年将以推动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提升产业协作

为突破，以深化部门对接为重点，以加强信息

宣传为举措，全力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新实效。

各市、各项目责任单位将以闽西南协同发

展区 2020 年重点推进的重大项目清单和三年

行动计划项目 2020 年工作计划为抓手，认真

做好疫情期间项目建设工作，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建设和疫情防

控两不误、两促进。各市协同推进办会同项目

主管部门，主动跟进、加强协调，按照省市重大

重点项目和“五个一批”项目管理机制加强跟

踪调度。

据了解，协同区 2020 年重点推进的 124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 10687.3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1014.4 亿元。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基础设

施项目 62 个，总投资 6386.5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449 亿元；产业项目 54 个，总投资 4141.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533.8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 8

个，总投资 159.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1.7 亿

元。其中厦门市 26 个，总投资 2708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52 亿元（不含跨市项目）。2019 年重

点推进的重大项目清单中结转列入的项目 74

个，总投资约 8976.6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闽西南协同发展区陆路交

通互联互通三年行动计划去年已完工 6 个，今

年将实施项目 82 个，总投资约 6181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376.6 亿元。 （李晓平）

福厦高铁厦门段
建设加速推进

集美特大桥87#墩的浇筑工作完成
本报讯 4 月 26 日，福厦高铁厦门段海沧

区 5.8 公里征地拆迁全面完成，将进一步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

当日，记者走访福厦高铁厦门段集美特大

桥 87# 墩连续梁工地、东孚特大桥 9# 墩连续

梁工地和东孚镇兴国道厂房拆迁现场。海沧区

东孚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江涛说:“今天将拆

除清理完成兴国道厂房，标志着海沧区 5.8 公

里福厦高铁项目的征地拆迁全面完成，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

中铁六局福厦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张凤龙

表示:“今天完成 87# 墩的浇筑工作，在当地征

迁部门配合下，将加快推进剩下墩浇筑工作。”

市铁路建设指挥部介绍，福厦高铁厦门境

内线路穿跨翔安、同安、集美、海沧区，主线长

约 48 公里，今年计划投资 25 亿元。（廖勇飞）

本报讯 记者从福建省发改

委获悉，福建省数字办日前确定

2020 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

251 个，总投资 5878 亿元，2020

年度计划投资 1084 亿元。

其中，数字新基建项目 52

个，总投资 729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286 亿元；数字经济产

业项目 192 个，总投资 4425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687 亿元；

数字经济重点园区项目 7 个，

总投资 724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111 亿元。

据介绍，数字经济已成为福

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近几年

来，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良好，处于全国前列，为福建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 年福建

省 7 家企业入选“中国互联网企

业 100 强”，5 家企业入围中国

电子信息制造业百强。福建省

13 家电子信息制造企业销售收

入超百亿元。软件业连续三年

位居全国第 8，福州、厦门获工

信部授予“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称号。启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福建)建设，组织编

制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福建

省数字办坚持以项目为抓手，

加快推动全省数字经济发展工

作，两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全

省共签约数字经济项目 462 个，

总投资 3826 亿元，已有 120 个

项目建成投产，一批项目的落地

推动了各地经济发展，如福州百

度人工智能项目、元洪在线、西

门子交通集团交通管理研发中

心、朴朴供应链项目，厦门豆讯

科技总部，泉州海洋船舶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项目，莆田物泊无车

承运全国总部等。 （李南轩）

年度投资超千亿
福建公布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名单

老时间老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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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立谋：
不忘初心创办艾德生物

研发诊断试剂抗击新冠病毒

“华大云课堂”助力

泰国华文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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