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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疫情挡不住招商的

脚步，更挡不住投资发展的信心。

5 月 27 日下午，厦门市环东海域

新城指挥部与市发改委联合主办

2020 年厦门环东海域新城云招

商推介会，270 多家企业受邀齐

聚云端，共寻商机。

本次推介会以“创新鹭岛，云

聚环东”为主题，新城指挥部和市

发改委、同安区、翔安区的招商负

责人走进直播间详细介绍环东海

域新城总体发展规划和营商环

境，着重展示新城的创新优势、产

业优势和政策优势，银城智谷、新

经济产业园、火炬美峰科创园、翔

安数字经济产业园的招商专员现

场开展“云端”直播推介、线上答

疑。

直播现场，环东海域新城指

挥部招商部副主任邱光前从优越

的滨海环境、便捷的区位优势、精

准的政策扶持、一流的营商环境、

各具特色的园区载体、高端前沿

的产业集群等角度，详细介绍在

环东海域新城投资兴业的优势。

相关各方进行了视频交流，气氛

热烈。参会企业纷纷表示，将进一

步加强与指挥部的对接交流，认

真研究环东海域新城招商引资项

目和政策，寻求投资合作空间。

目前，环东海域新城总投资

已超过 2000 亿元，固投比例连续

三年占全市 1/5，一批省市重点

项目纷纷落地，这里不仅是城市

建设的主战场、跨岛发展的主阵

地，也成为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如今，银城智谷、新经济产业

园、火炬美峰科创园、翔安数字经

济产业园等园区作为环东海域新

城重要招商载体，在全市招商浪

潮中发挥着中坚力量的作用。就

在本月底，新城重点招商项目之

一———红星美凯龙集团旗下高端

家居 MALL 欧丽洛雅和商业

MALL 爱琴海购物公园，即将落

地银城智谷核心区，预计在 2023

年开业。

“以加快‘岛外大发展’为契

机，环东海域新城正奋力跑出招

商引资的加速度。”环东海域新城

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吴志坚介

绍，环东海域新城打出招商引资

组合拳，主动对接、靠前服务，通

过云招商、体验式招商、以商促商

等多种形式，全力推动招商工作

提速提质提效。2019 年环东海域

新城完成新增注册资本 293.13

亿元，片区内已初步形成一个涵

盖信息研发、高端制造以及新经

济、旅游度假等的现代服务业产

业体系。

日前，新城指挥部制定了“岛

外大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力争用

三年的时间进一步优化完善新城

教育、医疗、交通、市政等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配套，促进岛内各

类优质资源向新城延伸，实现新

城片区迅速崛起、功能品质比肩

岛内、人气商气快速集聚。（张珺）

本报讯 5 月 27 日，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

毅恭走访致公党厦门市委

机关，听取致公党市委工作

情况汇报及招商引资工作

专题汇报。

会上，致公党福建省委副

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东

汇报了致公党市委参政议

政、海外联络、社会服务和自

身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并重点汇报了近期招商引资

工作开展情况。根据厦门市

统一战线招商引资工作部

署，致公党市委发挥在侨海

以及科技方面的人才和资源

优势，于今年 3月成立了以

徐平东为组长的招商引资协

作领导小组，认真梳理党员

相关企业信息，积极对接意

向企业，关注高校科研创新

成果，汇聚力量，共同为抓招

商促发展献计出力。市委副

主委、市政协副秘书长关琰

珠，市委副主委、厦门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 /南洋研究院副

院长施雪琴分别就明晰监督

委员会履职要求、依托嘉庚

文化扩大厦门影响力等工作

发表了意见。

张毅恭充分肯定致公

党市委近年来各方面工作

取得的成效，对致公党市委

在抗击疫情期间积极参政

议政、捐款捐物，共筑抗击

疫情坚强防线的表现予以

肯定，对致公党依靠科技创

新进行招商引资的做法表

示认可。他对今后工作提了

几点意见和要求：要以领导

班子建设带动队伍建设、制

度建设、纪律建设等，提高

战斗力，树形象立表率，提

振精气神，实现新作为。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

势，加强部署，动员基层组

织和党员广泛参与，为新时

代厦门经济特区再出发、再

发展尽心出力、多作贡献。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副

部长曾庆军等陪同走访。

26 家厦企入选
全省数字经济领域

创新企业
本报讯日前，福建省数字办公布了《2020

年度全省数字经济领域创新企业名单》，该名

单按企业规模与发展特点，分为 3 家独角兽

企业、14 家未来独角兽企业、72 家瞪羚企业。

26 家厦企上榜，其中 16 家企业来自厦门火炬

高新区。

上榜的高新区企业中，包括 1 家独角兽

企业美柚股份，云知芯、服云信息、宜车时代

等 3 家未来独角兽企业，以及瑞为技术、巨龙

信息、南讯股份、身份宝等 12 家瞪羚企业。主

要涵盖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服务业融合业态等。

作为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以

数字经济为主线，“外引内培”双向发力，推动

先进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业齐头并进、融合

发展。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高新区数字经济企业不仅以数字技术织

密抗疫防线，更危中寻机，延伸业务触角，促

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落地。

此次上榜的企业多为高新区自主培育的

“三高”企业。在“数字福建”发展战略引领下，

高新区持之以恒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优化梯

度培育机制，分类施策，在载体、技术、资金、

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打造适宜瞪羚、独角兽

企业奔跑的广袤“草原”。

上榜企业中还包括高新区近年招商引进

的数字经济企业。如云知芯是人工智能独角

兽企业云知声的东南总部，高新区积极为其

搭建应用场景，并牵线搭桥，推动云知芯与本

地企业合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高

新区大胆探索，出台支持企业建设“域外研发

中心”的政策，鼓励企业在高端人才集聚、研

发能力较强的地区设立域外研发中心，利用

当地创新要素，提升母公司研发创新能力。上

榜企业瑞为技术和巨龙信息就是该政策的受

益者。如今，瑞为技术在机场领域的人脸识别

占有率为国内第一；巨龙信息是聚焦公共安

全领域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家，公共安全

业务已覆盖全国 90%以上省份。 （林露虹）

本报讯（林施赟）近日，

厦门地铁官网发布《厦

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

南延段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第一次信息公告补充

说明》( 以下简称 《说

明》)，《说明》中提及，为

进一步扩大本工程服务

范围，拟将工程起点由厦

大南门站继续向西延伸

至沙坡尾站，较第一次信

息公告方案增加 1 站 1

区间。

今年 5 月 13 日，国家

发改委网站发布了 1 月

23 日下发的关于调整厦

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

建设规划 (2016-2022 年)

的批复，批复中指出，原则

同意对《厦门市城市轨道

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

(2016-2022 年)》进行适当

调整。将地铁 3 号线二期

终点从厦门火车站南延至

厦门大学南门，增设车站

4座(上李新村、曾厝垵、厦

大白城、厦大南门)，增加

里程 7.35 公里，增加投资

57.69 亿元，项目建设工期

4年。

据悉，轨道交通 3 号

线南延段工程已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开展过环评

第一次信息公告。此次《说

明》拟将南延工程起点由

厦大南门站继续向西延伸

至沙坡尾站。

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

段工程南起沙坡尾站，北

至厦门火车站。线路全长

约 8.292 公里，主要沿民

族路、大学路、环岛南路、

龙虎山路敷设。共设站 5

座，均为地下站。工程较第

一次信息公告增加沙坡尾

站、沙坡尾站 - 厦大南门

站区间。全线无新建车辆

基地、停车场及主变电站

工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就

该工程调整方案补充开展

环评第一次信息公告，使

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

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

所了解，并通过公告了解

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

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

监督。公众可以以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

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

http://www.xmgdjt.net。

环东海域新城云招商推介会举行，270 多家企业线上对接寻商机

厦门地铁 号线
要再变长啦

拟由厦大南门站延伸至沙坡尾站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学者王晨
祖国七十华诞鼓舞人心只争朝夕

智能建造助力科学防疫复工复产

口述历史
邱章开：中国，我回来就不再离开

港澳知名

爱国企业家何鸿燊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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