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扩机坪进入试运行 厦门机场机位数达 个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经

过 9个月的紧张施工和筹备部署，

日前，厦门机场 T4 东扩机坪正式

进入试运行阶段。

厦门机场T4东扩机坪总硬化面

积约3万平方米，新增6个机位，包括

2个标准C类机位 (可组合为1个标

准E类机位) 和4个小C类机位，主

要用于停放737等C类飞机以及集

中停放公务机，可释放更多优势机

位资源用于日常航班保障。

T4东扩机坪启用后，厦门机

场机位总数增加至 96 个，将有效

缓解停场公务机与旅客航班运行

保障之间的冲突，以及 T4 过夜航

班停放机位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

升航班的精细化运行保障能力。

（张海军张磊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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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9 月

20日下午，厦门市与台商台企座谈

会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委副书

记、市委书记胡昌升在座谈时表示，

厦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第十二

届海峡论坛大会的致辞精神，致力

先行先试，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让厦门真正成为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的共同家园。

市领导陈家东、魏克良、陈秋

雄，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等出席

座谈会。

胡昌升说，厦门经济特区建立

40 年，台商台企与厦门经济特区

共兴共荣，结下了深厚情缘。第十

二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大批台胞

积极参与论坛相关活动，成为“两

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两岸交流

合作的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将继续

突出融合发展主题，致力先行先

试，力推应通尽通，加大交流交融，

把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好。

胡昌升表示，现在的厦门是改

革开放的先行区、现代产业的聚集

地、营商环境的领跑者、宜居宜业

的和谐家园。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厦门工作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

加快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质高颜

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必将为台商

台企在厦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

台。衷心期待台商台胞选择厦门、

扎根厦门，与我们一道共创互利共

赢的美好明天，为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和福祉

作出新贡献。

李政宏等台商台企代表表示，

在厦门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值

得信赖的投资环境、真真切切的投

资回报，让很多台商愿意投身这片

发展热土。他们表示，将积极参与

厦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做两岸融合

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在“台胞台

企登陆第一家园”创造更好未来。

现场举行台资台企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15 个台资台企项目签

约落户厦门，总投资 103 亿元人民

币，将为深化厦台产业融合互补、

加快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市领导黄强、黄晓舟、林建

参加。 （蓝碧霞）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近

日，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

称，拟投资超 13 亿元，在厦门建设

背光显示模组智能制造基地，此消

息引发市场关注。记者了解到，随

着厦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今年来

厦投资兴业的企业越来越多，更有

部分企业将厦门作为企业总部或

区域总部。

多家名企在厦投资兴业
近日，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

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称，隆利科

技拟以自有资金 2 亿元设立全资

子公司厦门市隆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光

学电子元器件、背光显示模组等。

公告还显示，隆利科技拟投资

13.75 亿元，在厦门高新区建设背

光显示模组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据悉，项目公司将分两期建设，在

土地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

记者了解到，隆利科技于

2018 年登陆深交所创业板，是

LED背光显示模组知名厂商。

因看好厦门高科技产业前景

而来此投资的企业不只有隆利科

技。来自厦门火炬高新区的信息

显示，近期，联想和熙重拟与该高

新区合作设立智能研究院公司，开

展多项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推动厦

门智慧政务的发展。微软也计划

在厦门落地智能科技研究院，聚焦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产业。

此外，不久前，西安纸贵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也对外表示，将在

集美区投资建设区块链产业应用

中心，该项目投资额预计 2亿元，

拟于 2021 年年底建成。

纸贵科技创始人兼 CEO 唐

凌表示，厦门营商环境非常吸引真

正创新、有硬科技的企业落地。

“高精尖”企业纷纷落户
厦门营商环境优势突出，经济

辐射力和覆盖面日趋增长，不少企

业也选择将厦门作为总部或区域

总部所在地。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不久

前，中国大宗商品领军企业雪松控

股表示，拟投资 10 亿元在厦设立

东南总部项目，从事大宗商品供应

链、金融等相关产业；美团点评集

团拟在厦投资 30 亿元建设美团城

市智慧交通（东南）运营总部。

另外，开放银行理财产品第三

方推荐引擎北京比财数据科技有

限集团，拟投资 15 亿元在厦落户

南方区域总部；星空传媒拟投资

35 亿元，在厦设立东南区域总部，

打造“V未来音乐城”，并拟将全球

华语音乐榜中榜项目落户厦门。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厦门市

正按照“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

的决策部署，谋划提升一系列重大

片区、重大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产

业布局、公共服务跨岛覆盖和有序

转移。未来，将有更多“高精尖”企

业来厦门落地生根，促进厦门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将“腰部助力外骨骼机器

人”穿戴在身上，即可让重体

力劳动者变身“钢铁侠”，省

下 50%体力———这一幕发生

在现实世界。9 月 22 日下

午，在星速购机器人展厅里，

厦门部分“三高”企业家参加

市科技局、市检察院联合召

开的第三季度企业家恳谈

会，现场体验了近在咫尺的

未来生活。

当日的恳谈会在企业现

场召开，以“法治为科技创新

护航”为主题，会上听取了厦

门15家“三高”企业的经营需

求，生成第四张“企业经营需

求清单”。企业家们还现场体

验了宣传机器人、防疫机器

人、5G直播机器人、配送机器

人等不同功能的服务机器人。

来自厦门钨业、云知芯、

华联电子、弘信电子等企业的

参会代表纷纷表示，今年以来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复杂格局，企业唯有

创新才能化危为机，同时需要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有关部门主动上门送

政策可谓“及时雨”，增强了企

业在厦门深耕发展的信心。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厦

门正规划建设未来生活科

技馆，包括 5G 网络、服务

机器人、无人驾驶、智慧家

居、人工智能等未来生活体

验，以及科技创业展示、科

普教育交流、双创工作空间

等板块。“我们将通过应用

场景、主题设置，展示和推

广未来产业相关新技术、新

产品及新服务，打造科技创

新应用场景示范基地。”市

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生活科技馆还计划打造

成“青少年科普教育的第二

课堂”以及传递城市形象的

智慧旅游打卡地，成为厦门

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的一

张新名片。

这是厦门自 2003 年点

亮“十城万盏”示范工程以

来，再次实践以科技创新应

用场景示范促进新产业培

育，探索未来科技产业服务

民生新模式。市科技局负责

人表示，未来，市科技局将不

断创新恳谈会形式，根据企

业生产经营需求，联合更多

职能部门，探索更多“科技

+”，主动服务企业，支持企

业家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以

恒心办恒业，扎根厦门。

（吴君宁）

本报讯 9 月 15 日，中央

文明办秘书局副局长王继尧

率队到陈嘉庚纪念馆、鳌园

开展中央文明委重点工作项

目基层联系点专题调研。集

美校委会副主任、陈嘉庚纪

念馆馆长翁荣标围绕基地建

设、展览陈列、社会教育、品

牌创建、文化服务等方面作

专题工作汇报。调研组对陈

嘉庚纪念馆多年来在弘扬嘉

庚精神、开展社会宣教等方

面的工作成果表示肯定。

王继尧指出，作为中央

文明委在全国侨联系统、福

建省设立的首个重点工作项

目基层联系点，陈嘉庚纪念

馆近年来在精神文明创建、

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实践，也为涵养侨务资

源、团结海外侨胞作出了特

殊贡献，是侨务工作与精神

文明建设有机融合的成功典

范。

就陈嘉庚纪念馆今后工

作，王继尧提出几点要求：要

继续弘扬嘉庚精神，进一步

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继续深

入挖掘嘉庚精神的核心内

涵，开拓多样化的文化传播

方式，支持海外华裔新生代

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海外华

人与祖国同胞间搭建起血脉

相通的文化桥梁，以扩大中

国侨联“亲情中华”品牌在

海内外华人华侨中的辐射

面与影响力。加强与各级文

明办、侨联的交流联络。根

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及时

总结、提炼在精神文明建

设、侨务工作等方面的经验

与成果，并向中央文明办和

中国侨联进行情况报送，努

力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的风向标、典型示范经验的

推广者。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张

瑶、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陈宏、市侨联副主席邓飚等

陪同调研。

厦门规划建设“未来生活科技馆”
包括 5G网络、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

体验板块

继续弘扬嘉庚精神
进一步凝聚侨心
陈嘉庚纪念馆被确定为

首批中央文明委重点工作项目基层联系点

厦门市与台商台企座谈会举行 胡昌升讲话

多家名企在厦落地生根

厦门推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自助发证便民举措

厦门市侨界先进典型系列报道

郑政：
专注芯片研发，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嘉庚风

广厦万千为谁筑？

陈嘉庚和房子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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