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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业绩陆

续出炉，数据显示，在疫情影响形

势下，厦门仍有部分行业企业逆

势增长，主要是集成电路、医疗与

健康、食品加工及其配套等行业

企业，由于产能提升及订单增加，

保持较好增长势头。

医护物资企业订单饱和
受疫情影响，作为口罩主要

原材料的熔喷布，一直都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客户只能排队等

产能。厦门主要生产熔喷布的延

江新材料订单持续饱和，一季度

报告披露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2.7 亿元，比增

17.9%；实现归母净利润 3889.4

万元，比增 344.8%。目前，该公司

熔喷无纺布已扩产，4 月底新设

备投入试生产，日产能也由原来

的 14 吨、扩大到 16 吨以上。

受益于生物医药行业销售规

模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宝生物一季

度实现营收 1.88 亿元，比增

28.02% ；归母净利润更是以

4024.37%的增速，飙升至 2235.97

万元。公司派格宾产品各省市招标

工作正逐步开展，去年公司派格宾

的销售收入比增93.87%。大博医疗

一季度也实现逆势飘红，营业总收

入 2.3 亿元，比增 5.9%；实现归母

净利润8919.1万元，比增7.8%。

“宅经济”食品游戏企业受益
继去年营收、净利大增之后，

安井食品一季度继续旺销，营业

收入 12.78 亿元，比增 16.6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79.78 万元，比增 35.33%。

安井食品主要从事速冻火锅

料制品和速冻面米制品、速冻菜

肴制品等速冻食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是行业内产品线较为丰

富的企业之一。安井食品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公司将实施“BC

兼顾、双轮驱动”的渠道及产品策

略，即 B（商家）端和 C（消费者）

端同步发力，同时加大各类超市、

生鲜门店、社区团购、电商平台的

渠道开发。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宅经

济”提振了游戏行业新一季的营收

表现。吉比特一季度营业收入7.40

亿元，比增 46.28%；实现净利润

3.22亿元，比增50.95%。吉比特相

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业绩增长主

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春节假期延

长、复工延迟、玩家活跃度上升，公

司主要产品“问道手游”的营业收

入较2019年第一季度增长。据悉，

“问道手游”于 2016年 4月上线，

截至去年底，该游戏累计注册用户

数量超过4000万。

“国产替代”

推动集成电路业绩增长
当前厦门将集成电路设计列

入十大未来产业培育工程之一，

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实

现转化和批量应用。随着“国产替

代”步伐的加快，一季度厦门集成

电路和军工领域部分企业业绩也

实现逆势上扬。恒坤新材料一季

度销售收入继续实现高增长，但

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

外疫情蔓延，接下来订单可能会

有波动。恒坤新材料是国内率先

实现量供集成电路超高纯前驱体

和高端光刻胶的企业，已成为国

内多家高端芯片企业的材料供应

商。

在厦门设有子公司的通富微

电、深天马一季度也有不俗表现。

受益于封测市场需求回升，通富

微电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66

亿元，比增 31.01%。通富微电是

全球第六大、全国第二大封测厂，

市场优势地位突出，其目前在厦

门的一期项目已经投产。

随着“新基建”板块的发力，

在电力、军工、铁路与轨交各领域

逐步推进的红相股份一季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3.1 亿元，比增 1.6%；

实现归母净利润 8094.3 万元，同

比增长 32.7%。 （李晓平）

本报讯 记者 5 月 6 日从厦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厦门

市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

（2020 版）》出台并开始实施。

新标准最核心亮点集中在，对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及土地产出率

达到推荐值的项目优先安排供地，

而明确规定对不符合指标值的工

业项目，不予供地或对项目用地面

积予以核减，强化建设项目的准入

管理，促进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

用。

新标准还重新梳理了工业项

目所属的制造业行业类型；细化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要求。

记者注意到，根据新标准，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必须同时符合容

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土地产

出率、地均税收、建筑系数、行政办

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绿地率这七项指标值。 （陈挺）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 “征

拆完成了，我们施工的作业面就展

开了，目前按照每天架 2孔梁的进

度在赶工期，现已完成 112 孔梁架

设。”中铁四局集团新建福厦铁路8

标项目党委书记阮士凡5月 8日在

施工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阮士凡说，现在8标有 2100名

工人奋战在一线，每天完成产值近

500 万元，今年计划投资任务完成

11.3亿元，目前已完成3.67亿元。福

厦高铁计划于2022年建成投用。

市铁路建设指挥部介绍，福厦

高铁厦门段共需征收土地 4442.5

亩，征收房屋 67.2 万平方米，目前

已完成征收土地 4233 亩，占比

95.3%，征收房屋 66.06 万平方米，

占比 98.4%。其中，海沧区、同安区

近日先后全面完成征拆任务，集美

和翔安两区正在抓紧收尾。

高铁动车所也正在如火如荼

建设，全力拼抢工期，线下工程已

完成 65%，按照施工进度，今年年

底完成土建主体工程，明年 5 月开

始基建施工，并逐步进行铺轨作

业，2022 年与福厦高铁同步建成

运营。

高铁动车所位于现厦门北动

车所的北侧，距建设中的厦门高铁

站约 5 公里，设计功能与厦门北动

车所类似，但服务能力更强，且主

要服务高铁列车，素有“高铁 4S

店”之称。 （王绍亮）

本报讯 五一假期的

每天早上 6 点，“长鲸 6”

船长张鹏就起床了：检查、

巡视、布置重点施工任务、

安全提醒……除了中午小

憩一下，一整天忙个不停，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1 点才

休息。“现在是工程的攻坚

阶段，一刻都不能耽误。”

张鹏说。

正在海沧航道扩建四

期工程作业的“长鲸 6”号

轮，是一艘特大型耙吸船，

长 157.8 米，宽 27 米，是目

前厦门港最大的挖泥船。

耙吸船顾名思义，就是

以耙头吸入泥浆，以边吸

泥、边航行的方式工作。这

艘船的舱容达 13280 立方

米。张鹏说，疫情发生以来，

“长鲸 6”号轮在全隔离状

态下在海上不间断施工，将

近4个月的时间里，船员们

从未下船，保证了疫情防控

与安全生产两手抓。

据了解，除了船长、轮

机长，船员按照国际惯例 4

小时一个班，也就是工作 4

个小时休息8个小时。除了

必要的加油、加水、检修，船

舶24小时运转。

张鹏介绍，海沧航道地

理条件特殊，海底有大块石

头等障碍物，礁石、孤石等

对船的航行都是隐患。一些

大石块等障碍物，耙头无法

处理，通过GPS 定位后由

配合的抓斗船将其抓出。有

时候，石块也会卡在耙头，

只能靠人工爬进耙头把卡

住的石块敲出来。

面对施工中面临的诸

多困难，项目部倒排时间

表，列出攻坚清单，责任到

人，挂账销号。其间，施工

方克服附近港池维护、嵩

屿码头改造提升、锚地维

护等在建项目船舶交叉作

业及施工回淤的影响，加

强船机调度，保持高效生

产。近期，集中力量对清渣

浅点以及疏浚区新发现的

硬质点进行攻坚，争取 5

月底前为后续施工扫清最

大障碍。

厦门港口管理局直属

单位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4 月

1 日起开展“大干实干 100

天，保质超产早交工”活动

以来，该项目共完成疏浚

量 85 万方，超序时进度

110%。

项目介绍

海沧航道扩建四期工

程位于海沧港区，是在现

有的海沧航道三期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宽增深。该航

道建成后，将可满足常态

化靠泊 20 万吨级集装箱

船舶的要求，解决 20 万吨

级航道“最后一公里”问

题，极大改善厦门港的通

航环境，保障进出港船舶

通航安全，进一步提升厦

门港口竞争力。

（戴懿俞鑫）

集成电路、医疗与健康、食品加工及其配套等行业产能提升，订单增加

“长鲸6”加盟 海沧航道扩建加速

福厦高铁预计 2022 年建成

福厦高铁厦门段集美特大桥 号块浇筑完成。雷妤摄

厦门市荣誉市民点赞厦门疫情防控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蒋才培
95 岁老归侨捐款助力抗疫

为侨服务尽心尽力

招商连线
厦门火炬高新区一季度

新增落地项目 6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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