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厦门企业再度

闪耀世界舞台。8月 10 日，

2020 年《财富》世界 500 强

排行榜出炉，共有 133 家中

国公司上榜，其中包括 3 家

厦企———厦门建发集团有

限公司（第 234 位）、厦门国

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

284 位）、厦门象屿集团有限

公司（第 298 位）。值得注意

的是，三家企业均进入前

300 位，且排名相较 2019 年

度均有提升。

《财富》世界 500 强排

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

公司的权威榜单，此次也

是自 2017 年首次跻身世

界 500 强榜单以来，厦门

企业连续第四次登榜。近

年来，厦门持续提升营商

环境，加快培育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并吸引知名跨国企业在厦

谋篇布局。

建发集团跃居第 234

位，较 2019 年度上升 43

位，连续四年上榜。2019 年，

建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396.9 亿元，同比增长超

20%。

国贸控股集团同样连

续四年登榜，排名 284 位，

上升 7位，2019 年全年营业

收入 2956 亿元。

象屿集团此次以超

过 2800 亿元的营业收入

连续第三年跻身榜单，排

名第 298 位，较前一年度

上升 40 位。

（林露虹 崔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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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在国际局势复

杂多变及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形势之下，2020 厦洽会全力

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 20 届

投洽会贺信重要指示精神落

到实处，探索提质减量增效，

进一步创新形式，提升大会

实效。8月 12日，厦洽会组委

会在福州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大会筹办最新进展及特

色亮点。今年厦洽会将全新

打造“云上投洽会”，线上线

下同步办会；继续坚持以双

向投资促进为主题，重振投

资信心，促进合作共赢。

突出投资促进实效
组委会将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确保大会于9月

8-11日如期举行。发布会上

介绍，2020 厦洽会将紧密围

绕中央“六稳”“六保”决策部

署，着力提高办会实效。今年

厦洽会将缩小展览规模，精

简论坛数量，重点邀请境内

低风险地区客商及境外驻华

使领馆、政府机构参会，并创

新办会形式，推出“云上投洽

会”全新投促平台，全力提升

大会实效。

项目的对接落地是大会

实效性的核心。今年厦洽会

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动，

以“云上投洽会”为载体，提

高投资项目的曝光率和对接

精准度，将举办多场项目签

约活动。与此同时，不断丰富

论坛会议举办形式，把对接

洽谈融入展、谈、会等各板块

及线上线下各环节，实现线

上对接，线下洽谈。

搭建新经济大平台
今年厦洽会以搭建新经

济投资促进大平台作为服务

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举

措。本届大会策划举办国际

投资论坛主旨大会及九场平

行论坛，策划举办高新技术

暨未来产业展、智慧城市展、

新财富上市公司并购年会等

系列活动，交流展示新技术、

新产品，分享最新经济发展

趋势和投资理念。

本届大会还将继续积

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认真谋划“丝路海运展”

以及“一带一路发展高层论

坛”等系列活动，为丝路投

资与合作交流打造新引擎、

培育新业态。 （吴君宁）

本报讯 成功出品《大

江大河》《琅琊榜》等口碑电

视剧的正午阳光影视有限

公司，今年在厦办起子公

司，期待与这座城市共育佳

作。正午阳光来厦，似石子

入水，激起涟漪。业内发现，

疫情之下，厦门影视产业逆

市飘红，并持续释放高质量

发展信号。统计显示，2020

年上半年，厦门新增影视企

业 175 家，新增项目 66 个，

总投资额近 300 亿元。影视

产业，正在这座海滨城市乘

风破浪。2020 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暨第 33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的蓄势待发，将进

一步为厦门打造全域影视

之城鼓足风帆。

影视产业招商引资

成绩亮眼
记者从市影视产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

解到，上半年厦门影视产

业复工复产成绩显著。上

半年厦门共备案公示电视

剧本 10 件，全市影视制作

机构共取得电影拍摄许可

44 件。

影视产业招商引资同

样可圈可点。上半年厦门

新增影视企业 175 家，不

乏正午阳光影视、福建恒

业、永乐影视等头部企业，

亦有不少影视明星来厦设

立企业或工作室，产业集

聚效应不断凸显。其中，位

于集美区的厦门市影视产

业服务中心上半年新增入

驻企业 90 家，落地头部企

业 17 家。不论是具有影视

产业发展传统的思明、集

美，还是近年着力布局的

湖里、海沧、同安、翔安，今

年均有影视企业或影视项

目落地，并形成各具特色

的发展态势。

以节促产持续深化
自 2018 年成功申办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以来，厦

门的影视产业发展就开启

加速度，新企不断落地、产

业链不断完善。去年，厦门

还先后出台《厦门影视产业

发展规划 (2019 年 -2025

年)》《厦门市进一步促进影

视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为影视产业发展画下蓝图，

也让影视企业看到厦门推

进影视产业发展的雄心。

电影节，驱动的不仅是

影视产业，还进一步助力城市

营商环境提升。短片拍摄、网红

孵化、明星带货等一批影视下

游产业也在厦门风生水起。

目前，海西产业基地、思凯传

媒、自娱自乐等已在厦门落

地，多个项目正在接洽中。

今年下半年，厦门将迎

来 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暨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目前电影节各项筹备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一个

明确的消息是，厦门将通过

5G 及更多技术手段，打造

一场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

高水准电影节。 （郭睿）

厦门入选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本报讯 日前，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全面

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同意商务

部提出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

体方案》，同意包括厦门在内的 28 个省、市(区

域)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根据文件要求，试点地区要重点在改革

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政策体系、健

全促进机制、创新发展模式、优化监管制度等

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探

索路径。

一直以来，厦门积极推动和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先后获批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和国家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等。近年来，服务贸易保持了较快增长，

服务贸易顺差保持全国领先。

数据显示，2019 年，厦门服务贸易进出

口额为 998.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3%

(全国增速为 2.8%)，是全国少有的服务贸易

顺差城市。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厦门积

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上半年计算机服务出

口、知识产权使用费和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新兴服务贸易逆势而上，实现较快增长。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当前厦门以建设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服

务贸易各领域制度创新，出台实施方案，目标

为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贸易品

牌，力争成为全国服务贸易出口顺差型示范

城市。 （崔昊厦商轩）

厦门自贸片区
新增 11 项全国首创举措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自贸办通报了福建

自贸试验区第 16 批创新举措评估结果，24

项创新举措获评全国首创，其中厦门自贸片

区有 11 项。

据介绍，此次新增的 11 项全国首创分别

为互联网+公证、港内航行船舶“多证合一”、

卸船直提、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料件外

发保税维修、出口干散货“船对船”装运模式、

大陆首家服务全球的台资独资海员外派机

构、签发首本台湾地区船员海员证、台湾渔船

停泊点边检管理服务系统、对台货运船舶“直

通车”服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区块链海运

费支付业务、“服务贸易付汇税务备案电子

化”区块链应用场景等。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压力，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厦门自贸片区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充分发挥改革创

新和扩大开放引领作用，紧紧围绕破解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千方百计化危为机，

在创新中求变，在开放中求发展，认真落实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发展主动

权。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不

久前，厦门自贸片区的航空维修产业职称评

审、海关公证电子送达系统和直接采认台湾

地区部分职能人员职业资格 3项“厦门经验”

入选国务院第六批向全国推广的自贸试验区

改革试点经验。截至目前，厦门自贸片区累计

推出 426 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 93 项，

有 30 项厦门经验获国务院发文向全国推广，

打造了 5 个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

例”。 （崔昊洪晓东）

2020厦洽会发布最新筹备情况，介绍线上线下同步办会特色

头部影企接连落户 厦门“影”力日增
上半年厦门影视产业逆市飘红，新增影视企业 175 家

位于集美区杏林西路的厦门影视拍摄基地，计划于第 2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前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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