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9

月 8 日下午，2020 厦洽会厦门团

市级专场招商项目签约仪式举

行，签约招商项目 41 个，总投资

额创历史新高，达 925.28 亿元。

现场，厦门市人民政府与太原市

人民政府签订促进友好交往全面

深化合作协议。福建省委常委、厦

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山西省副省

长卢东亮，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太

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晓波出席

签约仪式。

41 个签约项目中，签约投资

额 10 亿元人民币及以上的优质大

项目 21 个，占全部签约项目超五

成。投资方为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独角兽企业等优质投资者

的签约项目超过 14 个，实现资本、

技术、人才和创新要素在厦加速汇

聚。

41 个项目涵盖总部经济、新

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健康、

软件和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文化

创意、影视制作等领域。从签约特

点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比

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拟参与新机

场片区智慧化建设项目，推进厦门

智慧化空港新城建设；医疗养老产

业聚集发力，如复星国药(上海)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拟建设复星国药

星泓信泰厦门医药温控枢纽项目；

文化传媒产业加快布局，全球第三

大漫画公司美国黑马漫画拟在厦

落地影视学校、产业园、主题乐园

等；总部经济效应持续释放，签约

数达 12 个，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中国大宗商品领军企业雪松控股

拟在厦设立东南总部。

太原与厦门两市签订促进友

好交往全面深化合作协议，旨在建

立更加务实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

重点加强双方在政务服务、工业信

息化、文体旅游、人才教育、科技、

农业、金融、会展等领域的合作发

展，促进两市经济社会共同繁荣。

厦门市领导陈家东、魏克良、

黄强、林建，太原市领导王立刚出

席签约仪式。 （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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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9

月 8 日上午，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携手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打

造的“云上投洽会”正式上线。上

线仪式以视频连线形式进行，商

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

表王受文，福建省领导胡昌升、赵

龙、郑新聪、郭宁宁、崔永辉，阿里

巴巴集团合伙人、副总裁宋洁，分

别在北京会场和厦门会场，共同

触屏启动云上盛会。

王受文在上线仪式的致辞中

指出，疫情给传统展会模式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带来

了数字化加快发展的新机遇。面

对这一机遇，投洽会组委会对已

经运行了十年的网上投洽会功能

进行升级，使用新技术、赋予新内

容、引入新机制，开创全新投资促

进平台———“云上投洽会”，开启

线上线下融合新模式，使“永不落

幕的投洽会”展现新面貌。希望全

球客商通过“云上投洽会”云展

示、云对接、云洽谈、云研讨、云签

约，共创合作空间，共享市场机

遇。

“云上投洽会”依托阿里巴巴

集团在数字新基建领域的核心技

术优势，全面采用 3D、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推出云展

示、云对接、云洽谈、云研讨、云签

约，更提供要客预约、现场直播等

多项服务。全球嘉宾可以通过多

方实时连线，感受身临其境的线

上参展体验和跨区域、跨领域、无

障碍的互动交流，进一步拓展线

下展览的服务广度与深度。通过

平台数据专业化、精细化分析和

智能算法，精准匹配投融资双方，

让海内外投资商一键获取投资信

息。“云上投洽会”创造了一种新

的投资促进服务模式，将成为政

府招商的云上工具和引资的好帮

手，提供项目的专业化精准对接，

营商环境的精准推送服务，打造

真正“永不落幕的投洽会”。

（王绍亮高金环）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作为厦洽会的主要配套活

动之一，9月7日，新丝绸之路

发展交流会在国际会议中心

酒店举行。来自主宾国菲律

宾、主宾省山西省以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嘉

宾近500人出席交流会。

菲律宾驻华大使何塞·

圣地亚哥·罗马纳，山西省

商务厅厅长王宏晋先后致

辞。厦门市委副书记陈秋雄

出席交流会并致辞。厦门市

副市长林建主持交流会。

陈秋雄在致辞中说，本

届厦洽会定位为“搭建大平

台、促进新经济、融入新丝

路”。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无缝衔接的重要枢纽城市，

厦门具备多区叠加优势，已

成为境外资本投资的重要

聚集地。他指出，当前，厦门

正围绕建设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全力抓

招商、促发展，全面实施“三

高”企业倍增计划，出台促

进金融、健康、文旅会展、新

经济、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此

次交流会的举办，将凸显厦

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

具备的独特优势，也将成为

结识新朋友、把握新机遇、

取得新成果的重要平台。

（徐景明）

本报讯 （记者林硕）9

月 8 日晚，由福建省海外联

谊会主办、厦门市海外联谊

会协办的闽籍海外侨商代

表座谈会在厦门举办。福建

省侨办主任冯志农等领导

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加拿

大、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

近 30 位参加 9·8 厦洽会的

海外侨商代表参加会议。会

议由厦门市侨办主任何秀

珍主持。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 7 月 21 日在企业家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福建省委十届十次全会

精神；并向与会海外侨商代

表介绍福建投资贸易情况，

听取代表们对福建“十四

五”规划建议、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超越的意见建

议。

会上，冯志农首先向侨

商们表达了思念和感念之

情。他说，受疫情影响，今年

几乎没有与侨胞线下见面

的机会，所以特别想念；同

时，疫情期间，海外侨胞为

家乡抗疫做出巨大贡献，所

以特别感谢，“希望与海外

侨胞心连心、手牵手，一同

助力新福建、共谋新发

展。”

冯志农希望广大侨商：

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届十

次全会精神，坚定发展信

心；二要注重发挥侨智资

源，推动侨资企业优化升

级，为福建省产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贡献侨

界力量；三要弘扬企业家精

神，助力福建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工作。

随后，福建省商务厅亚

洲处马国武向与会嘉宾介

绍了福建投资贸易情况。

英蓝国际集团董事长、

厦门侨资企业协会会长、厦

门市招商顾问于志强，香港

华商资源集团董事长、福建

省侨联第十届兼职副主席

卓新荣，加拿大多伦多华人

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

世界福建青年联合总会会

长、香港侨民会会长吴文

侯，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

成，厦门 SM 商业城有限公

司中国区总经理吴敦明和

新西兰福建商会副会长卢

绍基等与会侨商代表们也

纷纷发表了关于新福建、新

发展的建议。

于志强说，福建是众多

海外侨胞的祖籍地，福建的

发展也离不开侨胞的助力

和支持，大家要继续传承和

弘扬嘉庚精神，开展全球协

作、创新发展，也希望福建

解放思想、集思广益，区域

内协同发展，开创新格局，

实现新担当。卓新荣表示，

座谈会上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精神振奋人心，福

建的发展数据十分耀眼，未

来希望福建积极推进好政

策的落地落实落细，海外侨

胞也要积极融入参与新福

建的建设。翁国宁建议，福

建充分发挥侨的优势，避免

墨守成规，促进规模经济发

展。吴文侯希望福建充分挖

掘旅游资源，打造知名旅游

品牌和旅游龙头企业，可以

发展乡村游、海岸游等。

本报讯（记者许银锑）9 月 8

日下午，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张毅恭会见了来厦参加“厦洽

会”的蚂蚁集团智能科技副总裁、

蚂蚁链平台产品总经理金戈一

行。

当日，海沧区政府、厦门市自

贸委与蚂蚁集团、厦门纯白矩阵科

技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共同达

成合作，拟在海沧区设立国内首个

“蚂蚁链开放联盟链(厦门)创新基

地”。

金戈表示，此次合作旨在推动

区块链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前沿科

技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国际技术

交流、区块链人才培育和孵化等方

面的研究和研发，重点推动在影视

文化 IP、食品溯源、可信工程等领

域国内集成应用的研发和集成应

用创新合作。蚂蚁链是蚂蚁集团代

表性的科技品牌，致力于打造数字

经济时代的信任新基建。蚂蚁集团

将全力支持厦门创新企业区块链

转型，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新一

代基础建设。

张毅恭对蚂蚁集团在厦签约

表示祝贺与欢迎，他表示，当前，厦

门正在加快布局 5G、大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为高质量发

展赋能，真诚欢迎大家来厦发展，

市委市政府将倾情倾智倾力服务，

打造良好应用场景，营造创新发展

环境，为在厦企业做好各项服务保

障，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云上投洽会”正式上线
打造真正“永不落幕的投洽会”

做好各项保障提供优质服务
张毅恭会见蚂蚁集团客人

新丝绸之路发展交流会亮相厦洽会
搭建大平台 融入新丝路

助力新福建共谋新发展
闽籍海外侨商代表座谈会在厦门举办

第 19届世界商业领袖圆桌会议在厦举行

聚焦“+AI 智慧新时代”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

迎来新成员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姜春海：
开发创新型材料

贡献新能源环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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