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8月，同安区电商直播节第一场家居厨卫专场落下帷幕。何东方 /摄（资料图）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1

月 13 日，记者从厦门市商务局获

悉，2020 年厦门电子商务增长势

头持续向好，全年实现网络交易

额 1805.2 亿元，同比增长 30%。疫

情之下，厦门电子商务行业逆势

增长，成为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

新引擎。

2020 年，面对疫情的严峻考

验，厦门先后出台《厦门市促进电

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及

相关配套资金管理办法、疫情期

间网络销售奖励政策、《厦门市直

播电商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共惠及企业 92 家次、兑现

资金 3700 余万元。

政策的强力扶持也带动了电

商集群产业的加速发展。去年 6

月起，厦门多个电商基地、直播基

地闪亮登场。如今，厦门已有厦门

(海沧)电子商务产业园、厦门中达

电商园、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 3

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阿里

巴巴在集美建立了海峡两岸台商

台企电商产业生态园，园区示范

带动作用明显。此外，美柚、安踏、

南讯等全国性数字平台也不断做

大做强，为厦门电商经济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据统计，2020 年全市亿元以

上网络销售企业 65 家，较 2019

年增加 14 家；亿元以上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 32 个，较 2019 年增加

27 个。目前，厦门已有 3 家全国

数字商务企业———安踏电商、美

柚股份、元初食品。此外，“双品购

物节”“6·18”“双十一”购物节期

间，厦门电商企业均取得了不俗

的销售业绩。

2020 年，厦门更积极打造全

国直播电商中心城市。据统计，

2020 年全市累计直播 23.3 万场，

上架商品 832.6 万次，吸引消费

者观看 9.2 亿次，还有海沧云创

直播小镇、福客电商直播基地等

20 余家基地落地开播。

此外，厦门还积极推动电商

扶贫发展。近年来，市商务局推动

中达电商园加强临夏州电商带头

人培训，推动中达、老高电商金冠

俱乐部、网络零售协会等电商企

业、组织赴临夏州，打造扶贫论

坛、电商消费扶贫公益直播、电商

直播培训等一系列电商扶贫活

动。其中，中达电商园电商扶贫新

模式三次入选国务院扶贫办典型

案例。 （冯娜厦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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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

月 12 日，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

市委书记胡昌升会见了新加坡驻

华大使吕德耀一行。

胡昌升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厦

门人民欢迎大使一行到访，并介

绍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说，厦门牢记习近平主席的殷切

嘱托，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

对厦门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2020 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厦门依

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对未

来充满信心，双方合作有着广阔

前景。厦门与新加坡友好关系历

史悠久、渊源深厚，两地在产业、

贸易、文化等领域交流交往十分

密切。我们将按照两国领导人在

中新建交 30 周年互致贺电时达

成的重要共识，把握共建“一带一

路”和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等重大机遇，

积极服务新发展格局，与新加坡

在高新技术产业和航空、港口、金

融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科技创新、

人文教育、营商环境等领域，开展

更加紧密合作，促成更多优秀企

业双向投资，不断深化友谊，实现

共同繁荣与发展。

吕德耀说，此行是他就任驻

华大使后第一次到福建并来访厦

门，看到厦门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发展态势令人鼓舞。他说，新加坡

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与福建、

厦门的合作更有着深厚的基础。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厦

门是一座重要的海陆枢纽城市，

与新加坡在许多领域有着新的合

作机遇。新加坡愿同厦门进一步

加强交流交往，在航空、港口、飞

机维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鼓

励新加坡企业来厦门投资兴业，

支持在厦新加坡企业增资扩产，

推动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友谊不

断向前发展。

市领导陈秋雄、林建，新加坡

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兼公使衔参赞

陈淑欣，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吴

俊明等参加会见。 （蓝碧霞）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机器轰鸣声在耳边回荡，

建筑工人穿梭于脚手架之间

紧张施工。1 月 12 日一早，

记者来到正在建设中的软件

园三期 F14 地块，只见 4 幢

研发办公楼主体已露出地

面，披上绿色防护网。

“F14 地块自 2020 年 4

月正式动工以来，就马不停

蹄推进，目前已进入主体建

设阶段，每天有 300 多人奋

战在项目现场。”软件园三期

F14 地块项目经理陈嘉楷介

绍说，F14 地块项目预计于

2022 年年底竣工。而 F14 地

块所在的 F 组团总面积有

75 万平方米，其中的 50 万

平方米已进入内外装修阶

段，今年年底可交付使用，为

厦门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提

供载体支撑。

工期紧、节奏快，工人们

没半点马虎。在二楼平台，10

多名工人正在进行楼板钢筋

绑扎工作。这是一个细致活，

每根钢筋都需要按照设计要

求进行布设。在他们灵巧的

双手下，不一会儿，一根根钢

筋整齐划一排开。

进一步将视角放大至整

个软件园三期，有超 1300 名

工人在各项目现场忙碌。

“除了研发办公楼，目前

在施工的项目还包括市政

配套，幼儿园等。而在不

远处，凤凰花公园项目地

块已完成招投标，施工单

位正组织进场。”信息集

团建设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陈亚忠说，作为产城人融

合园区，软件园三期不仅

办公楼林立，相关民生配套

也日臻完善。

“今年春节，我们将坚守

一线，不停工。此前，我们已

向工人们发出‘留厦过

年’的倡议，经初步摸排，

超过 400 名工人有留厦意

愿。”陈亚忠说，随着春节

脚步临近，各方面准备工作

也已铺开，“一方面是做好材

料储备，另一方面是明确人

员的调配方案，全力以赴为

春节施工保供，确保总体工

期进度。”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近日，翔安大桥（第二

东通道）与滨海东大道相

交的互通立交工程顺利进

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

据了解，滨海东大道互

通是将来岛外通过翔安大桥

进岛的重要交通枢纽，计划

于 2022 年下半年主体建成。

滨海东大道互通是翔安大桥

（第二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上跨滨海东大道的主

线桥和 10 条匝道桥组成，桥

梁全长 10.1 公里，施工分成

74 联箱梁，建安工程总投资

13 亿元，是翔安大桥单个项

目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截

至目前，滨海东大道互通的

桩基已完成工程量的 90%，

承台和墩柱完成 50%。

（曾嫣艳叶晓菲）

“今年春节，我们将坚守一线”
软件园三期 F组团地块项目马不停蹄

推进，已超 400 名工人有留厦过年意愿

软件园三期是厦门产

业跨岛的“新地标”，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的重要承载

地，目前园区已建成交付

的研发楼、公寓楼 242 万

平方米，累计注册企业

4073 家，已入驻企业 2629

家，员工 3.9 万人。软件园

三期 F 组团地块项目位

于园区西片区，总用地面

积约 16.54 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

主要为研发办公楼。其

中，软件园三期 F11、F17、

F18 研发楼主体结构目前

已全部封顶，预计于今年年

底交付使用；软件园三期

F05、F14、F53 研发楼正进行

主体施工，预计于 2022 年年

底竣工。 （林露虹）

软件园三期

项目简介

第二东通道进展顺利
翔安大桥滨海东大道互通上部主体结构

开始施工

胡昌升会见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一行

逆势增长！
2020 年厦门电商网络交易额比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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