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初，厦门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关

注。那么，如今这一工作进

展如何？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当前，厦门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申报工作已进入迎

检考核阶段。申报工作分两

步开展———先申报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通过后再向住

建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据悉，目前，市资源规

划局会同市文旅局编制的

《厦门市申报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文本》，已通过专家评

审并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厦

门已正式向省政府申报省

级历史文化名城。

在申报的同时，厦门抓

紧编制鼓浪屿、中山路、集

美学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鼓浪屿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已上报省级部门

审批；同时，厦门还加快推

进历史风貌建筑认定公布

工作。

据了解，通过摸底，有

关部门发现全市历史风貌

建筑线索达 3000 多条，经

过逐一核实，并联合区、街

道与业主沟通，拟推荐历史

风貌建筑 300 余处，争取在

9 月底前公布一批，在今年

实现全市六个区历史风貌

建筑认定全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

鼓浪屿第三批 48 栋历史风

貌建筑已认定公布，中山路

历史文化街区、集美学村历

史文化街区 11 栋历史风貌

建筑已通过专家评审认定，

预计于近期公布。历史风貌

建筑认定公布后，将逐步开

展保护修缮等后续工作。

（叶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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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厦洽会邀商工

作进入关键阶段。7 月 31 日，组

委会与联络部各成员单位召开联

络部全体会议，通报大会筹备及

客商邀请相关工作。记者获悉，目

前拟参会客商团组已达 200 多

个，今年参会的客商预计超过 5

万人。

据了解，今年厦洽会展览总

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16 个专业

展区。投资主题馆中，中国展区已

有 31 家省市成员单位明确参展，

其中福建馆面积今年首次达到

6000 平方米；境外展区目前已有

英国等 37 个国家和地区明确参

展。

今年厦洽会力求创新和实

效，组委会创新办会模式，携手

阿里巴巴集团打造“云上投洽

会”，将在线上和线下同步举办

本届大会。大会聚焦投资属性，

从展会内容、洽谈对象、现场布

展到技术手段，都围绕提高投

资项目的曝光率和对接精准性

来开展，并把对接洽谈融入展、

谈、会等各板块。同时推出《2020

厦洽会投资招商项目填报表》，

加强投资项目的征集、筛选和

汇总工作。

厦门各联络组接下来将全

方位启动客商邀请工作，充分发

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大力度邀请

更多境内企业及专业客商参加

大会，提升参展参会实效。

（吴君宁）

本报讯 7 月 16 日，厦门银行

和圣元环保双双过会；7 月 30 日，

建霖家居、力鼎光电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顺

利过会，厦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申

报创业板上市材料获深交所受理

……7月，厦门企业在资本市场捷

报频传。记者从厦门证监局、市金

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厦门

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达 52 家，占福

建省的 36%，位列全省第一。

多措并举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
近年来，厦门持续加大扶持力

度，推动厦门优质企业加快登陆资

本市场。其中，今年 4月，厦门印发

《进一步推动厦门市上市公司培育

和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从融

资支持、培训支持、人才支持、监管

服务等方面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据了解，2019年以来，厦门积极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沟通交流，并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促进辖

内企业上市发展。同时，上海证券交

易所、市金融监管局和厦门证监局

共同建设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

(厦门)服务基地，构建上海证券交易

所资本市场服务区域经济新平台。

厦门还积极支持头部上市公

司开展多元化直接融资。据了解，

今年以来，厦门新增债券发行

292.81 亿元，其中，象屿集团发行

福建首单疫情防控公司债 16 亿元,

厦门航空成功发行疫情防控债 10

亿元，长城国瑞证券成功发行疫情

防控债 3 亿元。截至目前，厦门累

计新增资产支持证券 46.37 亿元。

加强培训培育上市后备企业
在上市公司的培育和质量提升

过程中，厦门正着力搭建培训智力支

撑体系，满足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的人

才需求。近期，市金融监管局联合各

主管部门举办多场培训活动。7月，

市金融监管局分别举办了生物医药

企业专场培训会暨政银企对接会以

及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发债和再融资

专场培训会，支持辖内企业灵活运用

各类金融工具，通过境内外多层次资

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同时，该局还

组织厦门市部分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赴上交所学习考察，提振了厦门企业

走向资本市场的信心。

据市金融监管局相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市金融监管局还将针对

企业高管、地方干部、金融机构人

员等不同对象，开设有针对性的业

务培训和教学活动，提升服务企业

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同时，接下

来厦门将启动新一批上市后备企

业评选，希望将上市服务辐射到更

多优质的成长性企业。

数 字

拟上市企业已过会 2家
自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以来，厦

门拟上市企业共申报7家企业，已过

会 2家；厦门还储备辅导备案企业

14家，重点上市后备企业300 家，两

岸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企业超过

3600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渐入佳境。 （吕洋朱玲罗悦）

本报讯 7 月 31 晚 11 时许，

在翔安机场高速公路 C1 标段内

的预制梁场，项目首片预制 T 梁

顺利完成浇筑。

当晚 8 时许，项目预制梁场

内灯火通明，第一斗混凝土徐徐

落入T梁模板内，经过 3个小时

紧张作业，晚 11 时许，首片 30 米

T梁成功浇筑。中铁十四局项目

部有关负责人说，这标志着项目

主体工程建设再次取得重大进

展，工程施工进入新阶段。

为后续施工创造条件
此标段预制梁桥共有两座，

分别为前垵大桥和内头大桥。项

目部有关工程人员介绍:“两座预

制梁桥上部结构全部为 30 米预

制T梁。本次首片 T梁为内头大

桥右幅 T梁。简单来说，T梁预制

是项目施工的重点，浇筑成功与

否决定整个项目能否按期完工。”

据悉，因为项目的实际情况和总

工期要求，预制梁场设置在主线

路基上，为了能够按时完成建设，

项目部加大了机械设备投入，白

天集中进行石方爆破，夜间则采

用运输机械集中运输。中铁十四

局项目部有关负责人说:“此次首

片预制T梁的成功浇筑，为后续

施工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为

项目年度生产任务和总工期目标

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成后有助于形成

“厦漳泉一小时交通圈”
翔安机场高速建设分两个标

段，每个标段负责部分工程。据记

者了解，C1 标段线路起点设有内

厝互通与沈海高速连接，互通就

是高速公路与其他道路的交接

点，一般为立交桥形式。该互通上

跨沈海高速、国道 324 线，下穿在

建的福厦客专，然后穿越前山、在

建的前垵大桥和前垵隧道，并穿

越鸿渐山，在鸿渐村附近设收费

站，经内头大桥与另一标段连接。

翔安机场高速公路的建设，

将满足厦门新机场航空运输业务

发展的需要。建成后，与沈海高速

连接，使厦漳泉各方向车流能够

快速进出新机场，发挥新机场航

空运输枢纽功能，有助于形成“厦

漳泉一小时交通圈”；该高速公路

也起到完善厦门路网结构的作

用，将拉动沿线旅游、商贸、物流

业的发展。（卢剑豪周慧张雅婷）

将通过“云上投洽会”等方式线上线下同步举办

厦门“丝路海运”通道建设见成效
业务逆势增长

本报讯 记者 7 月 30

日从厦门市官方获悉，今年

上半年，厦门以“丝路海运”

命名的航线共开行 994 个

航次，同比增长 22%。截至

6 月底，中欧(厦门)班列累

计发运海铁柜 776 柜，货值

8.15 亿元人民币。

“丝路海运”是中国首

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一

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

和平台，由福建省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共

同发起成立。2018 年 12

月，首条以“丝路海运”命名

的集装箱航线开行。

开行以来，“丝路海运”

引起国内外业界关注，航线

业务持续增长。厦门市充分

发挥海陆枢纽优势，建设陆

海联运通道，为打造全球供

应链提供运力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厦门市口岸部门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对冲疫情影

响。上半年厦门港国际中转

完成 57.6 万标箱，同比增

长 14%。其中，6 月份国际

中转完成 57.6 万标箱，增

长 44%。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厦门港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地位强

化招商引资，加强与世界大

型航商战略合作，是“丝路

海运”业务逆势增长的主

因。

上半年，南昌 -厦门 -

越南胡志明“丝路海运”新

航线开行；港务海运公司实

现南向支线试挂南沙港，将

海运支线覆盖范围向南延

伸至广州港；华荣海运、天

津港集团等 58 家知名企业

加盟“丝路海运”，联盟成员

达 163 家，共发布命名航线

62 条。 （闫旭）

厦门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目前已进入迎检考核阶段

将启动上市后备企业评选

翔安机场高速主体工程
取得重大进展

浇筑现场。

致公党厦门市委助力老年助餐服务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乾照光电陈凯轩：
科技创新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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