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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5月18日，厦门组织参

加第二季度全省重大项目视频连

线集中开工活动，并举行第二季度

全市重大项目集中“云开工”活动。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昌升，市长庄

稼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东，

市政协主席魏克良等领导参加。

厦门列入第二季度全省集中

开工和市级集中“云开工”的重大

项目共 93 个、总投资 1025 亿元。

这些项目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

会民生等领域，具有质量效益优、

带动能力强等特点。

庄稼汉在市级集中开工活动

上讲话，他指出，推动项目集中开

工，是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举措，对推进“岛内大提

升、岛外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

坚持把“五个一批”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坚持计划往前排、工期往

前赶、服务往前冲，把建设工地当

作阵地，把施工现场当作考场。要

围绕补链、延链、强链，持续策划生

成并加快建设一批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的项目，大力培育

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招大引强，聚

焦高能级企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做实做细各项招商服务工

作，推动项目接续滚动。要围绕项

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实施挂

图作战，倒排建设工期，优化施工

组织，强化要素保障和各项配套，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围绕项

目安全质量，严格落实参建各方主

体责任，确保各项质量安全监管措

施落实到位，坚守廉洁底线，让每

个项目都成为优质工程、安全工

程、廉洁工程。 （蔡镇金）

本报讯 5 月 17 日，厦门市发改

委对外通报称，1 至 4 月，104 个省

重点在建项目计划投资 120.9 亿

元，实际完成投资 159.2 亿元，超同

期投资计划 38.3 亿元，完成同期投

资计划 131.7%，完成投资额占年度

投资计划的 28.4%，4 月份当月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 13.4%，环比 3 月

投资增幅 81.4%，项目建设逐步克

服疫情影响，4 月投资增幅进一步

提高。

98个项目超额完成投资
据悉，在建项目总体超序时进度

完成投资，98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超

额完成同期投资计划。其中，基础设

施项目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

支撑，1 至 4 月完成投资额占省重

点项目的 63.1%，完成同期投资计

划的 148.2%，超同期投资计划 32.3

亿元。

各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推动第二

西通道、翔安中航锂电 A6 项目、厦门

大学翔安校区、科技创新园研发中心

项目、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工程

等项目年内尽早建成投产、投用。

扩充医疗教育文体资源
厦门加快实施社会事业重点项

目，扩充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

服务资源。

据介绍，岛外医院建设提速，其

中，马銮湾医院主体工程地下室砌

体、主楼结构砌筑工程均已基本完

工；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加快推进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第五医院一期扩

建项目(医技科教综合大楼)有序推进

主体结构施工。

教育文化体育项目进展顺利，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项目学生广场项

目施工完成，新工科研发大楼施工

加快复工推进；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基坑支护工程、基础工程土方开挖、

垫层施工全部完成；思明区青少年

宫等项目正在进行立柱桩及工程桩

施工。

39 个项目完成投资 49亿
厦门各相关部门积极引进产业

落地，坚持培育带动作用强、投资效

益好的重大产业发展。1-4 月，39 个

省重点在建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49 亿

元，占同期投资计划的 105.4%，占年

度计划的 20%。

据介绍，中航锂电A6项目主厂房

基础完工；士兰12英寸半导体生产线

项目土建施工部分已完成 99%，正在开

展二次装修、消防、机电等工程施工；电

气硝子玻璃基板三期项目已完成项目

备案，正在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此外，火炬新科广场、西海湾邮

轮城项目、趣店科技金融创新园等一

批软件信息、旅游、金融服务业项目

正在加快推进。 （张玲玲李春妮）

本报讯 近日，福建

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

福建省委主委薛卫民率

省政协调研组赴致公党

厦门市委副主委滕达担

任董事长的厦门美亚柏

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深化‘数字福建’

建设打造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专题调研。

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李钦辉，致公党省委副

主委、市委主委徐平东，

市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

吴亚汝，市工信局总工

程师童平平陪同调研和

座谈。

调研组先后参观

了美亚柏科公司资质

荣誉展厅、电子数据取

证体验区、大数据实验

室体验中心、手机取证

实验室、大美亚生态体

验区、超级计算机中

心、大搜索实验室，对

美亚柏科公司的发展、

技术实力以及产品和

服务进行了详细的了

解并对美亚柏科在网

络安全领域所做的工

作给予高度肯定。

座谈会上，童平平

就厦门数字经济发展

情况作了介绍，部分市

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

围绕调研主题，提出了

加大数据开放与融合

应用的支持、加大对本

土核心企业帮扶力度、

制定和营造吸引人才

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等许多有针对性的意

见建议。

省政协调研组对厦

门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

为厦门市数字经济发展

有先进理念谋划，定位

明确，并形成了比较完

整、系统的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规划和思路，

走在了全国、全省的前

列。

薛卫民对参加座谈

的同志表示感谢。他指

出，20年来，数字福建建

设为数字中国积累了丰

富鲜活的经验，成为数字

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

实践起点。 （刘林泓）

本报讯 据厦门市统计局 5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今年 1

月—4月，厦门统筹疫情防控与

经济发展，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初

见成效，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化，经济各行业和消费领域逐步

复苏，规上工业、限上批零、进出

口等指标好于预期，经济总体呈

现出积极向好态势。

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较好
统计数据显示，1 月—4

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去

年同期下降 1.6%，降幅比一季

度收窄 1.6 个百分点，增速全

省排名第五。全市 35 个工业行

业中，增加值增长的行业 12

个，比一季度增加 3 个；全市

2330 家工业企业中，产值增长

的企业有 898 家，比一季度增

加 130 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长 0.2%，高出全市工业平均

水平 1.8 个百分点，较好拉动

工业增长。

1 月—4 月，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下降 16.2%，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 3.5 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项

目拉动作用逐步显现。全市新增

投资入库项目 184 个，计划总投

资 682.43 亿元，增长 1.6 倍；本

年完成投资拉动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9.7 个百分点。

“互联网+”零售实现正增长
消费市场趋向有所好转，

“互联网+”零售实现正增长。随

着供需循环有序恢复，电商企业

化挑战为机遇，实现逆势增长，1

月—4月，全市限额以上企业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 110.2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7%，比

一季度提高 3.8 个百分点。全市

肉禽蛋类、蔬菜类、水产品类等

民生必需品限上零售额分别增

长 91.3%、74.1%和 62.2%。4 月，

汽车零售回暖，增长 4.8%。

1 月—4 月，全市财政总收

入 533.98 亿元，下降 7.9%，比全

省少下降 4.8 个百分点，增速全

省排名第三；其中地方级财政收

入 301.03 亿元，下降 11.4%，比

全省少下降 0.2 个百分点。民生

支出持续加大。全市财政总支出

343.17 亿元，增长 14.8%，其中教

育支出 62.05 亿元，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32.48 亿元，卫生健康支

出 25.28 亿元，分别增长 10.8%、

18.9%和 8.5%。

外资外贸取得逆势增长
疫情期间，“云招商”效果显

现。1月—4月，全市新设外资企

业 301 家，合同外资 115.95 亿

元，增长 65.8%；实际使用外资

75.25 亿元，增长 39.4%，占全省

总量的 53.8%，使用外资规模居

全省首位。在 14 条措施的有力

推动下，全市外贸进出口总体实

现正增长。1月—4月，全市实现

外贸进出口额 1953.57 亿元，增

长 3.1%，总量及增速分别居全省

第一和第二。其中，进口额

982.55 亿元，增长 17.7%；出口额

971.02 亿元，下降 8.3%，比全省

少下降 3.5 个百分点。

4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

币存款余额 12268.57 亿元，增长

8.9%，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

11681.16 亿元，增长 8.8%；金融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2471.66

亿元，增长 13.7%，其中，人民币

贷款余额 11554.85 亿元，增长

13.8%。 （沈彦彦张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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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集团谢国民：
泰国首富王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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