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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鹏健）近

日，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厦门

市委主委徐平东与海翼集团董事

长刘冬林围绕赋能机械行业、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厦门

数字经济的规模和效益深入研讨

产业互联网发展前景。海翼集团

信息中心总经理郭松、市委科技

与经济委员会委员、厦门优库净

品平台 CEO 吴鹏健等参加活

动。

徐平东指出机械工业是厦门

原有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具有

较好的发展基础，拥有厦门厦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内知

名企业。发展产业互联网，能够更

好地整合优势资源、赋能传统产

业、解决产业链不完整、行业聚集

度低的问题。

刘冬林介绍了厦门海翼集团

有限公司现有高端制造业、供应

链运营、金融服务、航空产业和地

产五个业务板块的发展情况，特

别是拥有包括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在内的控参股企业百余

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高端制造

产业链。

郭松交流了海翼集团信息化

和数字化方面工作进展及工业互

联网建设规划。

通过研讨，双方一致认为发

展产业互联网能够更好地叠加厦

门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和传统支柱

产业的优势，能够为推进厦门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寻找最佳赛

道，是对未来的投资。双方表示将

持续推动厦门产业互联网的发

展，为加快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做出应有的贡

献。

本报讯（记者 钱小凤）

5 月 13 日，厦门市侨联捐赠

海（境）外侨社防疫物资第

三批仪式举行。市侨联副主

席邓飚、相关单位人士以及

海内外相关媒体记者等出

席此次捐赠仪式。

邓飚现场视频连线了

马来西亚侨生（峇峇娘惹）

公会会长颜永和，告知这一

好消息。颜永和在马来西亚

对此举表示感恩。据悉，这

批物资将在本周内通过陆

运和空运的方式送到侨胞

手中。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蔓延，海外乡亲的处境

牵动着家乡人民的心。厦

门市侨联时刻牵挂着海外

乡亲的安全与健康。根据

日前海外疫情发展和海

（境）外侨社的实际需求，

厦门市侨联继续调配防疫

物资，筹措了 6 万个非医

用一次性防护口罩，分别

捐赠马来西亚侨生（峇峇

娘惹）公会、印尼安溪福利

基金会、香港侨友社、香港

集美校友会、缅甸福建同

乡总会、缅甸华人华侨慈

善会等 6 家侨社，帮助社

团乡亲防控疫情。

“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一箱箱印着“同心抗

疫、侨心相连”，蕴含着对

海（境）外侨胞真挚问候、

美好祝愿的口罩即将启

程。希望此次捐赠能成为

海外抗疫的“及时雨”，为

海外侨社侨胞抗击疫情

提供有力的物资保障，帮

助海外乡亲做好防护，共

抗疫情。

本报讯 “客户的恢复

状况非常好。疫情帮我们

淘汰了一些不良客户，优

质的客户更注重品质，他

们更接受我们的新技术。”

来自台湾基隆的厦门正旸

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可

琪介绍，企业的业务正处

于增长阶段。

在疫情防控的“下半

场”，不少厦门台企抓住大

陆经济发展机遇，在厦门

“惠台 26 条”实施细则助力

下高质量复产，业绩逆势增

长。

今年 4 月中旬，为落

深、落细、落实中央有关部

门《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下称“惠台 26 条”），厦

门出台《<进一步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 >实施细则》，进一步

明确政策的申报、办理程

序。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

厦门正旸物流公司已经成

为一个服务多家两岸知名

企业的综合性物流体。在宋

可琪看来，这离不开两岸行

业标准的互联互通。

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

副院长李振良介绍，2011

年，厦门成为全国确立的首

批“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

试点城市”之一。随后，厦门

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在

厦台资企业，以及厦门市物

流协会等，共同开展食品冷

链物流系列标准的研制。

宋可琪是其中的台籍

专家之一。2013 年以来，她

开始陆续引进台湾的物流

技术。

“惠台 26 条”中规定，台

资企业可与大陆企业同等

参与行业标准的制订和修

订，共同促进两岸标准互联

互通。

“我既幸运又自豪，在

两岸冷链物流标准的制定

上，从引进到标准的落地、

实施、扩展，我都参与了。”

宋可琪说，“在很多行业，两

岸统一标准对企业来说，越

多越好。这样可以让企业落

地更容易，人才引进也更容

易”。

在厦门海峡两岸（海

沧）无人机暨智能机器人孵

化基地里，台青张安昇摆弄

着一套玩具，这是他在大陆

的创业项目———一套人工

智能儿童教具。“通过这次

疫情，我看到大陆有全球最

完善的产业链，加上庞大的

市场，大陆作为创业、研发

的地点，是不二选择。”张安

昇说。

该孵化基地负责人黄

振宇说，基地自 2015 年成立

以来，已经孵化出 20 多家

有市场前景的两岸企业。

“‘惠台 26 条’为两岸青年

人才创新创业以及两岸青

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多

机遇。很多台湾科技创业者

前来咨询，希望来基地落地

研发。”

在厦门从事现代农业

的台商宋志平表示，“惠台

26 条”中，他最关注的是“台

胞可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员，可申请符合条件

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和财

政项目”。目前，他已在厦门

翔安成立了两个果蔬专业

合作社。

“在厦门，租农地越来

越难，如果地块要大，那就

更加难了。”宋志平说，“如

果有好的现代农业方案和

规划，村民加入进来，成为

股东，可以盈利。此外，在营

销推广上，合作社模式因为

规模大、品类多，可以增加

销售对象，对接更大的超

市、商家，这是双赢”。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

吴家莹表示，厦门“惠台 26

条”实施细则详细、周到。

“都是干货，都是诚意。

我们台商切切实实感受到

了‘厦门温度’。”吴家莹说，

“大陆已持续出台一系列惠

台利民政策举措，为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提供

更多同等待遇。” （付敏）

本报讯 集美区政府近日

公布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文确楼、宝珠塔、集美国

姓井、集美学村钟楼、鹤浦西安

宫等 5处列入新增名单。

陈文确、陈六使故居（文确

楼）位于集美浔江路，临近嘉庚

公园、陈嘉庚纪念馆。这栋样式

精美的侨楼目前已成为“陈文

确、陈六使陈列馆”和嘉庚邮局

所在地。文确楼坐北朝南，为西

式砖混结构建筑，洋灰面外墙，

建筑前部为二层半主楼，后部

为三层长条形附楼，主楼与附

楼之间为天井，中有方亭连接，

楼前后均有宽敞花园，兼具东

西方特色。文确楼是集美保留

较为完好的侨房之一，由陈文

确、陈六使兄弟出资建于 1937

年。陈文确、陈六使是集美人，

也是陈嘉庚先生的族亲，他们

也像陈嘉庚先生一样热心教育

事业，兄弟俩生前曾慷慨解囊，

捐款支持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

学校、厦门大学和集友银行。陈

六使还在新加坡创办了鼎鼎大

名的南洋大学。此前，陈氏后人

将文确楼捐给家乡，2013 年，

“修旧如旧”的文确楼以陈列馆

形式重新开放，向人们展示陈

文确、陈六使奉献的一生。

（应洁）

本报讯 近日，证券时报·数据宝通过结合上市

公司年报，从市值规模、业绩、盈利能力、成长能力、

商誉等角度入手，从 2018 年之前上市的公司中统

计评出“中小成长 50 强”，厦门安井食品、艾德生

物、法拉电子、吉比特四家企业入围该榜单。

该榜单统计标准包括:经营业绩，即上市以来

年度净利润均为正值，近三年净利润为持续增长

状态，且 2019 年度净利润创历史新高；商誉爆雷风

险较小，且最新报告期商誉值小于 2 亿元；具备较

高的盈利能力，最新年报扣非摊薄 ROE(净资产收

益率)大于 10%，且销售毛利率大于 20%；机构扎堆

持仓，其中保险、基金、券商、社保基金等机构一季

度末持仓市值超 2亿元。

榜单分布在 16 个行业，其中医药生物、电子、

化工行业入围企业最多。安井食品位居此次厦门

入围企业的榜首，艾德生物紧随其后。 （李晓平）

“狮鹭”再续“丝路”缘
新加坡美食文化亮相

厦门港城嘉年华
本报讯 5 月 9 日，在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

馆的支持下，“厦门港城嘉年华·狮鹭情缘”活动

在厦门和平码头“鹭江之星”轮上启动。多家新

加坡、厦门特色星级酒店带来新加坡特色菜品，

推动“社区、企业、游客、市民”互惠共赢、促进港

城联动发展。

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事池兆森在启

动仪式上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聚集新加坡

的美食、餐饮业店家，抛砖引玉，让市民们对新

加坡的饮食文化有更多了解。

“新加坡和厦门饮食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

长，当年在下南洋时期的移民就从厦门港出发，

把许多闽南的食品和传统习俗带到南洋，形成

了远近闻名的肉骨茶等多种特色菜品。”池兆森

谈起两地渊源如数家珍。

新加坡和厦门的“狮鹭”情缘由来已久，航

运、经贸、美食、文化都是彼此的纽带。厦门是 21

世纪“海丝”核心区战略支点城市，新加坡是海

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丝路海运”航船的频繁

往来，也加速推动“狮城”“鹭岛”迈入航运、经

贸、文旅合作新阶段。

该系列活动将以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为主要

场所，发挥港口的集聚力、吸引力，为丝路文化

交流贡献能量，为文化、商业、旅游、邮轮航运全

产业链作进一步延展、完善。

当日，近 20 家知名餐饮、星级酒店联手派

发美食优惠券，后续将开启特价抢购专场、开设

亲子甜品课堂等。 （刘默涵）

厦航恢复两岸航班

台胞盼“小三通”复航
本报讯 了解到 5 月厦航恢复两岸航班，厦

门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家莹感到“非常高

兴”，“在厦门的台胞都互相转告这个讯息”。

据厦门航空公司消息，自五一假期后厦航

开始恢复两岸航班，目前计划在 5 月，一周执行

两个航班，每周三、周五飞往台湾。

此前 3月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厦航宣

布暂停两岸航线。此次复航的消息传出，不少台

胞在社交平台上纷纷转发点赞。作为参与两岸

首次双向直飞的航空公司，截至 5 月，厦航承运

两岸往返旅客已累计超过 414 万人次。

在厦门工作的厦门启达海峡双创基地负责

人范姜锋常往来于两岸。他告诉记者，在两岸交

通往返中，厦航的航班占了很大一部分。在他看

来，此次厦航两岸航班的复航“某种程度也代表

着我们现在整体疫情的缓和”。

范姜锋表示，除了两岸航班，他和身边的朋

友也在期盼厦门与金门的“小三通”尽快复航。

多年来，从厦门坐船到金门，再由金门飞到台

北、甚至台南、嘉义等城市都十分便捷，交通成

本更加低廉。

厦金“小三通”受疫情影响从 2 月至今已关

闭三个月。“以前，金门的朋友经常来往于两岸

之间，早上来厦门，晚上回金门。”吴家莹说，自

从“小三通”停航，不少金门朋友来厦门办事都

要经过台北，路程十分不便。如今，厦门金门是

十分紧密的共同生活圈，“小三通”尽快复航，已

成为许多台胞的期望。 （黄咏绸 李思源）

厦门市侨联再向海（境）外侨社捐赠防疫物资

侨企艾德生物荣膺
上市公司“中小成长 50 强”

集美新增
文确楼等 5处区级文保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