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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

晤发表重要讲话时宣布，在厦

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创新基地。建设金砖创

新基地，为厦门推进全方位高

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契机

和机遇，将成为引领厦门城市

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主线。12 月 8

日，由厦门市政府与工信部共

同主办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论坛，将正式启动金

砖创新基地建设。

厦门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

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后金砖”效

应，去年以来，主动对接工信部、

外交部、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等，

参与伙伴关系重点建设任务，特

别是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牵头的金砖工作领导小组，

开展金砖创新基地建设前期调

研，以及金砖未来创新园、金砖新

工业产业基金、金砖工业创新研

究院、金砖国家工业能力提升培

训基地等重点项目前期筹划工

作，为厦门市建设金砖创新基地

奠定了坚实基础。

厦门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

放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试验

田，具备承接创新基地的制度创

新、产业配套、区位交通、人文环

境等基础条件。在制度上，厦门具

有改革基因和特区政策优势，探

索推进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

税港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迭代

升级，为打造面向金砖国家的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验区

奠定基础；产业上，厦门始终坚持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快建

设台商投资区、出口加工区、深化

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

范区等开放载体，逐步形成了全

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

局，积极打造面向金砖及“金砖

+”国家的重要窗口和新经济集

聚区；区位上，厦门具有“海丝”与

“陆丝”链接点的区位交通优势，

海陆空交通通达五洲，实现了与

金砖国家的互联互通，为打造面

向金砖及“金砖 +”国家的经贸和

投资合作战略高地奠定基础；人

文环境上，厦门是中西文化交融

荟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城市，闽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

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激荡，有利

于打造金砖国家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民心之桥。

下一步，厦门将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的重要指示

精神，发挥特区政策优势和对外

开放窗口作用，强化地方使命担

当，努力开拓创新，高标准高水平

规划建设好金砖创新基地，在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

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上继续走前头、探新路，为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

厦门力量。 （李晓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1 月

16 日 -17 日，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

市委书记胡昌升带队在北京开展招商

引资工作，走访中国电科、IBM 和京东

集团，会见了中国绿发、中煤地质集团

负责人，主动上门招商，深入对接洽

谈，巩固原有合作，推动在谈项目早出

成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中央直接管

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是国内唯一覆

盖电子信息技术全领域的大型科技集

团。在中国电科，胡昌升与董事长陈肇

雄等座谈，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战略规划

对接、拓展合作领域等进行交流。胡昌

升说，厦门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加快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力争在“十四

五”期间打造万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中国电科是中国电子信息领域的“国

家队”，科研和产业实力雄厚。希望中

国电科把厦门作为产业布局重点，推

进深度战略合作，实现共赢发展。陈肇

雄说，厦门区位优势独特，战略地位重

要。当前厦门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中国电

科对双方深化合作取得共赢充满信

心，愿意在信息安全、集成电路、智慧

安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厦门加快

高质量发展。

中国绿发是响应绿色发展理念而

新成立的业务多元化中央企业。胡昌

升与中国绿发董事长刘宇、总经理孙

瑜座谈交流，详细介绍厦门实施跨岛

发展战略，推进“岛内大提升、岛外大

发展”的举措和成效。胡昌升表示，随

着厦门跨岛发展纵深推进，重大项目

接续生成，为企业投资创造大量机会，

希望中国绿发下大手笔，积极参与厦

门绿色产业、乡村振兴、清洁能源等建

设。刘宇表示，厦门是中国绿发十分看

好且希望投资的地方，将争取落地更

多项目，为厦门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作贡献。双方还共同

出席厦门市与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战略

合作协议签订活动。

来到 IBM 大中华区总部，胡昌升

与 IBM 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包

卓蓝就双方合作进行座谈。胡昌升说，

厦门经济特区建立 40 年来，为跨国公

司创造大量发展机会，让企业与城市

共同成长。我们将继续坚持开放发展，

为世界优秀企业在厦门开展业务创造

良好条件。希望与 IBM 在人工智能、

生物制药、工业物联等领域进一步拓

展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包卓蓝表示，厦门是令

人向往的国际知名城市，城市极具发

展活力，IBM愿意发挥云平台、人工智

能技术等优势，与厦门开展务实互利

合作。

胡昌升还走访了京东集团，与企

业高层会面，推动京东零售、京东数字

科技、京东物流等业务板块与厦门深

入合作，并就已落地、已议定事项落实

进行洽谈，推动项目早日开花结果。胡

昌升表示，京东集团有在厦门做大业

务的能力和水平，厦门有提供最优质

服务的信心和条件，希望双方强强联

合，打造新平台、激发新动能，推动合

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胡昌升还会见了中煤地质集团董

事长林中湘一行，欢迎大型央企在厦

设立区域总部，推动双方在生态环保、

金融产业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市领导黄强，有关区和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招商活动。 （蓝碧霞）

本报讯（记者 林硕）11 月 13 日，由致公党中

央科技委、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福建省政协经济委

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科技创新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论坛”在厦门举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致

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致公

党福建省委会主委薛卫民出席论坛并致辞。厦门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本次论坛以“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推动民营

企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为主题，汇聚来自政协、致

公党组织、高校智库专家学者、美亚柏科等有关企业

和福建省直有关部门的嘉宾进行交流，探讨如何强

化创新驱动，促进民营企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推

动福建乃至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曹鸿鸣在讲话中表示，新期盼新机遇要求参

政党要善于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多引导党派成

员企业家凝聚思想共识、坚定发展信心。新形势新

挑战要求参政党要下大气力苦练资政建言提质增

效内功，才能有效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新理念新格局要求社会各界要积极推动协同

攻关助力科技创新发展，高度重视新技术新成果

的推广应用。

薛卫民在致辞中谈到，连续三届举办的“科技

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论坛，打造了“民主党派

+企业”的参政议政模式。希望论坛能够越办越

好，越办越有特色，越办越有影响，成为观察新时

代民营经济发展新成就、新走向的突出高地，成为

民营企业分享成果、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成为民

主党派议政建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闪亮名片。

论坛上，致公党中央科技委副主任、首瑞（北

京）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南寅，福建省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王国利，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计国君，厦门市傲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吕越峰，特伦特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邱凤才

5 位嘉宾分别从信心培育、政策落地、大数据驱动

企业创新、民企科技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等不同角

度，围绕主题作了演讲。论坛还收录致公党组织和

有关专家学者的 20 多篇优秀论文，进行书面交流

探讨。

论坛上还举行了抗疫物资捐赠仪式。美亚柏

科公司为松溪县、漳平市、武平县以及龙岩新罗区

东新致公小学捐赠了价值人民币 13.4 万元智能测

温设备。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厦门再

获殊荣，拿下一张崭新的文化名

片———11月 18 下午，厦门市资源规划

局和市文旅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省政府批复同意将福建省厦门市

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将进一

步提升厦门的文化自信、文化魅力，引

领厦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发展，

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综合竞争力

提升。

自申报工作启动以来，市资源规

划局、市文旅局牵头各部门贯彻落实

中央、省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系列部署，群策群力、砥砺前行，通

过编纂申报文本、编制保护规划、推动

文物保护与修缮、开展历史风貌建筑

整治利用、加强宣传等方式，推动申报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厦门被认为是近代中外文化包容

并蓄发展的城市典型———它是中国东

南海防重镇与海上丝路的重要门户，

是著名侨乡，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两

岸同根同源的桥头堡，经历了与世界

不同文化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发展，见

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

大征程。专家认为，这些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正是厦门申报省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的优势条件。

摘获殊荣，步履不停。下一步，厦

门将按照省政府批复要求，推动历史

文化名城相关工作，继续向住建部、

国家文物局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市资源规划局、市文旅局将继续发扬

务实作风、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大力推进

历史文化保护，助推厦门“两高两化”

建设、率先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

越。 （黄语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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