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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速递

□林露虹

第一季度，厦门火炬高新区新增入库招商项目 165 个，新增落地项目 67 个，其中包括 1个百亿级项目、3 个十亿

级项目；新增总投资 460.5 亿元，新增落地总投资 589.9 亿元。在第一季度厦门市招商引资实绩竞赛排名中，火炬高

新区综合排名位居全市第一。

优质项目纷至沓来，凸显营商环境成色。作为厦门市创新创业高地，火炬高新区防疫和发展两手抓，把减少疫情对企

业影响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契机，不断升级暖企服务，缓解企业资金难，帮助企业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升级创新链。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厦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攻坚年”，高新区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部署要求，聚焦引商、利商、兴商、重商、安商，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以一流的营

商环境，吸引一流的优质招商项目，为塑造厦门高质量发展新样板夯实支撑。

精准出招畅通产业链微循环
联芯集成电路项目母公司台湾

联电向联芯增资 35 亿元，进一步扩

充产能；施耐德电气加码在厦投资，

打造先进生产线……企业增扩产能

传递出对火炬高新区、对厦门经济发

展的坚定信心。

“疫情发生后，高新区管委会积

极联系，推动本地电力电器企业做出

生产上或者业务上的调整，支持我们

复工复产，同时还加大对采购本地产

品的奖励力度，这对我们帮助很

大。”施耐德电气(厦门)开关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宋葆春说，高新区

通过整合资源要素促进产业链协同

复工等举措，使企业应对疫情冲击

有了底气。

这只是高新区精准出实招、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的一个缩影。摸清堵

点、难点，高新区着力畅通产业链微

循环: 为确保厦门天马连续生产，高

新区积极协助三德信、弘信等天马配

套企业落实防疫物资，开展防疫工

作，并从深圳引进一家上市公司作为

天马配套商，供应背光显示模组；为

推动浪潮厦门产业园尽快投产，火炬

高新区和湖里区协助浪潮方面围绕

用工保障和打通物流通道两个方向

破题。

政策及时雨盘活企业资金链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面临资金

危机。高新区第一时间落实厦门市

15 条暖企政策，并通过“免企业申报

+稳企 6 条”政策加油包为企业送上

及时雨，助力企业盘活资金链。

疫情发生后，高新区积极引导企

业用好用活免企业申报政策，企业无

需提交申请材料，就能获得资金补

助。截至目前已快速拨付相关政策扶

持资金约 4.5 亿元，覆盖园区大中小

各层级企业，并主动为企业减免房租

5000 万元。

高新区推出的“稳企六条”举措

跑出了政策兑现加速度。截至目前，

已有 24 家企业提前获得技改扶持资

金共 6300 万元；已有 24 家中小微企

业获得“税易贷”政策贷款 6320 万

元，为企业融资减负 105.13 万元。

集聚资源升级“三高”企业创新链
疫情期间，智能机器人应用迅速

推进。高新区企业盈趣科技就凭借机

器人技术的前瞻布局，成功化危为

机。此前，盈趣科技将全球领先的协

作型机器人公司瑞士 F&P 引进厦

门，作为高新区着力推动的人工智能

产业重要配套，瑞士 F&P 也与高新

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作为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

新区厚植创新创业沃土，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助力“三高”企业升级创新链。疫

情期间，不少“三高”企业展现了较强

的“免疫力”。

高新区更依托“外脑”力量，集聚

创新资源，为园区注入创新动能。如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厦门分

所目前已在智慧医疗、工业智能、指

挥应急、量化金融等方面与政府部门

和厦企开展一系列合作；去年 3 月设

立的厦门半导体工业技术研发有限

公司已建立起一支国际一流水准的

管理研发团队，其与厦门联芯联合开

发的新型阻变存储器(RRAM)项目

进展顺利。

（选载自《厦门日报》）

厦门两消费“五一”摘全国第一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

期是 12 年来最长的“五

一”假期，人们此前被疫

情抑制的出行和消费需

求开始释放。支付宝数据

显示，全国 29 个省份消

费金额同比增长，部分省

份同比增长甚至超过

60%。景区支付频次也相

比清明假期大幅增长

120%，其中，厦门曾厝垵

增幅高居全国第一。

线上消费方面，来自阿

里本地生活的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奶茶、小龙虾、

烧烤成为厦门人最青睐的

食物，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出63%、43%和11%，均排

名全国前十，其中奶茶偏好

度更是居全国首位，维持了

“奶茶之城”的水准。

有意思的是，健康码的

普及让更多00后和银发族

也加入数字消费大军，他们

在“五一”期间的移动支付笔

数要比平均水平高出 20%。

这些用户原来使用移动支

付工具都不如 80后、90后

频繁，但是使用了健康码

之后，他们渐渐习惯移动

支付、手机预约等新功能，激

发了消费活力。

第九届厦门网络文化节启动
第九届厦门网络文化

节于 5 月 7 日正式启动，

将举办 66 项内容丰富的

线上线下活动，创作传播

一批优秀网络文化作品。

据厦门市委网信办

主要负责人介绍，本届厦

门网络文化节以“网聚同

心，奋进鹭岛，携手时代，

共建小康”为主题，设置

小康篇、奋进篇、战“疫”篇、

爱心篇、文明篇、公益篇等

六大篇章共计 66 项活动，

吸引到56家单位参加。活

动项目及参与单位数量均

较往届有大幅增加。

厦门网络文化节是

厦门市乃至福建省网络

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多

次得到中央网信办和福

建省委网信办的肯定和

表彰。本届厦门网络文化

节由厦门市委宣传部指

导，市委网信办、市委文

明办、市公安局、市通信

管理局主办。

海翔码头迎来出口第一单
5 月 6 日，中国香港

籍“优胜”号轮靠泊厦门

海翔码头，它将运载 2.5

万吨机制砂从厦门启程

前往中国台湾。这是海翔

码头开放以来首批出口

货物，该批机制砂将运往

台湾基隆港用于当地工

程建设。

海翔码头作为全面开

放才半年的新码头，此前

仅开展进口业务，而且货

物较单一。此次开拓出口

业务，同时提高通关效率，

主动将货物查验与入境船

舶登临检疫同时并行，实

现快速验放，即时装船。

码头经营者林先生

表示，此次机制砂的顺利

出口也为后续拓展相关

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预计此后相关货物出口

或能达到每周 1 船，本年

度出口总量可达 50 万

吨，将成为海翔码头新的

业务增长点。

欧洲复工：

随着欧洲各国在 4 月底放松

封锁措施，恢复人员流动，电力消

费和卡车里程等经济数据表明，

受新冠疫情重创的欧洲经济已出

现回暖迹象。

欧洲电力传输系统运营商网

络（ENTSO-E）数据显示，意大利

和西班牙的用电量在经历一个多

月的暴跌后，从 4月中旬开始回

升。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周里开

始分阶段解除全国性的严格封

锁。法国的数据仍处于低点，该国

宣布将从 5 月 11 日开始放松封

锁。

不过与历史同期数据相比，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用电量仍属于

大幅下跌的区间。

与此同时，德国统计局每日

发布的卡车里程数据在历经暴跌

后开始温和回升。

英国《金融时报》还发现，谷

歌的“工作场所流动指数”显示，

德国和西班牙的劳动力正重回工

作岗位。前往工厂和办公室的人

数在过去一周里上涨。

在整个欧洲，人员流动性仍

保持在疫情前水平的一半左右；

德国的上班族出行次数仍下降

43%，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

国的下降幅度在 63%至 68%之

间。

瑞银集团欧洲经济学家休夫

拿指出，零售、运输、娱乐、住宿和

食品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每一

项有助于服务业恢复的措施对经

济复苏都很重要”，“德国现在已

经成为欧元区限制最少的大型经

济体之一。”

汇丰银行经济学家维格纳表

示，“关键问题是，一旦封锁措施放

松，消费者是否会有信心消费。”

在欧洲拥有 100 多家商场的

巴黎地产商 Klepierre 已开始在德

国重新开放 4座商场，挪威、荷兰

和捷克等国的店铺也加快了重新

营业的步伐。

从 5 月开始，欧洲将进入更

松懈的限制阶段。若没有出现第

二波感染高峰，欧洲各国预计将

在 6月完全解除限制措施。

福特汽车已表示，欧洲大陆

上的工厂将从 5月 4 日开始恢复

生产。首批重启的工厂包括德国、

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车辆组装和

发动机工厂。捷克或成为欧洲第

一个重新开放电影院的国家，暂

定于 5月 25 日开业。联合国信息

中心报告称，拥有 4.2 万

块银幕的欧洲只有瑞典

和白俄罗斯允许电影院

营业，占比不到 2%。

而对于个别行业来

说，限制令还将延续很长

时间。例如德国上周已经

允许小型商店开放，但对全球旅

行的警告还将延长至 6月 14 日。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强调，德国的

防疫还没到可以“建议无忧无虑

出行”的阶段：“人们还不能去拥

挤的海滩或山中木屋里度假。”法

国和西班牙也没有打算在 6月前

开放海滩。

但在漫长的经济复苏过程

中，占欧盟经济总量 10%的旅游

业是一大关键。克罗地亚旅游部

长加里·卡佩利呼吁在欧盟国家

之间建立“旅游走廊”，由流行病

学家决定通行规则。捷克游客据

悉或在 7 月和 8月获准进入克罗

地亚。奥地利的滑雪场或将先允

许德国游客进入。

西班牙允许酒店从 5 月 11

日开始重新开放，并继续实行保

持社会距离措施。但这一提议激

怒了马德里酒店商业协会。该机

构周三指出，在边境关闭和缺乏

航班的情况下，客人无法抵达，酒

店也不可能开放。

即将在 5 月 11 日解除封锁

的法国也没有放开旅游业。超过

100 公里的旅行只能出于“家庭

或职业原因”。而意大利即便在 5

月 4日放松管控后也不允许大区

间的旅行，除非有工作和健康相

关的缘由。

法国总理菲利普向国民议会

详细阐述了复杂的解封措施，包

括对旅行、工作和社交聚会的无

数细微限制。由于保持社会距离

措施的持续，国民议会只有一小

部分人现场聆听了菲利普的发

言。

“这些社会规则很复杂，”菲

利普说，“但我们寄希望于同胞们

的公民精神，严格执行这些规则。

我们所有人的健康都有赖于此。”

（选载自《界面财经》）

□田思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