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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1 月

25 日，福建省委召开省政协港澳委

员座谈会，联络乡情、畅谈心声、共

谋发展。福建省委书记尹力希望各

位委员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

享福建发展机遇，有力推进“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促进闽港澳繁荣稳

定，共同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福建篇章。省长王宁主

持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崔玉英出席。

座谈会气氛热烈。吴换炎、许荣

茂、林龙安、张宗真、高玉鼎、吴志

雄、林官贵、宋碧琪、林智远、翁国

宁、叶建明、徐德清、施教斌、陈清

泉、钟建新、陈昆等踊跃发言，就进

一步深化闽港闽澳交流、推动区域

协同发展、加快数字产业发展、加深

闽港澳青年交往等，积极建言献策。

在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后，尹力说，

从各位乡亲的发言中，我们充分感

受到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

深情，对家乡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期

望。在省两会期间，省委同大家座谈

已坚持 28 年。“十三五”期间，福建

快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

总量迈上新台阶，广大海内外闽籍

乡亲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港澳侨胞也付出了心

血和智慧，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尹力说，家乡如何实现更好发

展是大家最关心的。此次省两会上，

我们将明确“十四五”时期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

重大举措，描绘未来五年福建发展

蓝图。福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

并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超越。进入新发展阶

段，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如

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好

的命题。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戴

着口罩抓发展”，战胜疫情促发展，

在与病毒赛跑中赢得主动，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稳中有进。

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要充分发挥

福建资源禀赋包括港澳台侨优势，

把握机遇、先行先试，把科技创新作

为发展第一动力源，做大做强做优

实体经济，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营造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

加公平、更加便捷的营商环境，建设

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真正把新发展理念贯穿

“十四五”发展全过程。融入新发展

格局，我们要发挥福建的区位优势，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通道，用好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

吸引更多优质资源要素在福建集中

集聚。相信在福建未来发展中，各位

委员和广大海内外闽籍乡亲一定会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尹力表示，希望大家继续发扬

爱国爱港爱澳爱乡的光荣传统，广

泛团结闽籍乡亲，坚定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秉承真挚的爱国热忱、敢

拼会赢的精神，继续发挥不可替代

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新时代新福

建建设，为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深化闽港澳交流合作、全方位推动

福建高质量发展超越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福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领导，省直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等出席座谈会。 （周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记

者1月 26日从厦门市商务局了

解到，2020年厦门实际使用外资

166 亿元，同比增长 23.8%，增幅

高出全省13.5 个百分点，实际使

用外资规模占全省47.7%，全年

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增速均居全

省首位，再创历史新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

形势，厦门全力以赴稳住外资基

本盘，保持“大招商、招大商”的

良好氛围和态势，不断创新招商

引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加快推进重点外资项目建设，全

力促进全市利用外资保持较快

增长，交出高质量答卷。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是

外商投资的新热点。据统计，去

年厦门服务业新设外资企业

940 家，占全市新设外资企业数

的 95.2%，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08.2 亿元，同比增长 54.4%，占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的 65.2%，较

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服务业

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

务服务等行业，其中高技术服

务业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增长

1.3 倍。

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

2020 年，全市新增千万美元以

上合同外资项目 90 个，合同外

资 50.29 亿美元，增长 3.5%，新

引进的金圆统一证券、涂鸦科

技、蓝地球旅游发展等项目促

进服务业质量稳步提升。新增

千万美元以上实际使用外资项

目 35 个，实际使用外资 22.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4%。

外资企业陆续增资扩资，

外商投资信心回稳向好。玉晶

光电、美日丰创光罩、欧米克生

物医药等一批大项目增资、到

资，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疫情和复杂国际局势影

响下，厦门利用外资逆势而上，

项目招引多措并举、立体推进，

以一流的营商环境支持产业长

远布局、企业高效运转。其中，

厦门市指导外资企业用足用好

优惠政策措施，兑现外资奖励

资金 8041.5 万元。

在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

面，厦门大力开展“云招商”和

在线服务，举办多场集中云端

签约活动，累计签约外资项目

29 个、计划总投资 328 亿元，被

作为典型经验向全省推广。

在拓展招商渠道方面，充

分利用厦洽会、第三届进博会

等招商平台，加强与国际组织、

知名商（协）会等的对接联系。

同时，加强投资促进软服务，形

成招商引资的强大合力。此外，

厦门不断强化项目跟踪，提高

招商引资工作实效，促进外资

企业增资扩产。（崔昊厦商轩）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1月 23日

上午，“金砖+”国家留学人才群英论坛

在厦门举行。此次论坛由厦门市委组织

部、市人社局主办，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和市欧美同学会承办，吸引厦门各企事

业单位30余名留学人才代表参加。

此次论坛以“金砖启航、归鹭助力”

为主题，留学人才围绕助力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建设，群策

群智，畅所欲言，现场还邀请了 6 名金

砖国家留学人才、各产业高层次留学人

才代表作主题发言。“可以通过整合‘政

产学研用’多方资源，建立多元主体参

与的金砖数字化人才培养平台。”特伦

特(厦门)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留英博

士邱凤才把目光投向金砖五国数字经

济人才培养，他表示，金砖人才培养供

应链需要多方参与，建议打造开放包容

的金砖人才培养生态模式。

此外，留学人才建议，厦门要充分

发挥金砖创新基地先行先试优势，加快

产业升级，增强引力，既要“走出去”，又

要“引进来”，积极与“金砖 +”国家开展

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等领域

合作。加大建设动力，在科技、金融、文

化、人才交流等领域建设一批标志性的

项目和有影响力的平台，对接全球创新

资源和网络，不断汇聚金砖技术流、人

才流、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薄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在火炬高新区迎来创建

30 周年的新起点上，厦门

市委、市政府近日出台《关

于促进厦门火炬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作为启动“创新

发展年”的一项重要部署，

《意见》紧密结合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高质

量发展主题主线，进一步明

确了火炬高新区在全市发

展全局中的排头兵地位，为

高新区擘画了新发展阶段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愿景图

和路线图。

《意见》旨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福建省委

省政府关于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超越的战略部署，

按照省委补齐科技创新短

板、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

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的要求，充分发挥高新区

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的引

领示范和支撑带动作用，更

好地服务厦门更高水平建

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

际化城市。

激发全方位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需要凝聚各方力

量，高擎高质量“火炬”。作

为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

高新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已成为厦门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主引擎，“三高”

企业集聚地、厦门千亿产业

链（群）主要载体、创新创业

主平台。2020 年，火炬高新

区全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超 3000 亿元，园区企业

总数突破一万家。“十三五”

期间，高新区在国家高新区

综合排名从 2015 年的 22

名提升到 16 名，在全省开

发区综合评价中连续五年

稳居第一，双创示范基地先

后两次获国务院办公厅表

彰。新时代新起点，火炬高

新区肩负着新使命，需要乘

势而进，扬鞭奋蹄，展现新

担当新作为。

《意见》明确，要加快将

高新区建设成厦门引领创

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和支

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平台，建设成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区域创新中心的

核心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厦门

2035 年远景目标中，“区域

创新中心”是一大关键词。而

在市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

年主要工作的安排中，“实施

‘创新发展年’行动，加快建

设区域创新中心”被摆在了

第一位。鉴于此，火炬高新区

坚持高点定位，明确提出了

“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区域创新中心核心区”目

标，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对高新区跳起摸高，当好引

擎的殷切期待。

《意见》按照 2025 年、

2035 年两个阶段，细化目

标愿景。

到2025年，火炬高新区

将建成产业高端、创新活跃、

开放协同、产城融合、治理高

效的一流高科技园区，进入

国家高新区第一梯队，建成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创新基地核心区。园区总

营业收入达5500亿元，工业

总产值达4500亿元，高技术

产业营业收入占高新区营业

总收入比重超85%，R&D经

费占GDP比重达 14%，新增

百亿产值企业 5 家以上，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 1600

家，全区“三高”企业增加至

1700家。

到 2035 年，火炬高新

区将建设成亚太地区富有

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园区，打

造成为面向金砖和“金砖

+”新兴产业合作交流的示

范区。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

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链群，

主导产业链群基本具备全

产业链条国内配套自主循

环能力，实现园区产业规模

突破万亿元。形成具有“科

创自由港”特征的科技创新

体系，拥有各类高端创新平

台达 100 个。建成高度信息

化、智能化的科技产业新

城。成为闽西南协同发展的

核心引擎，“海丝”沿线国家

和地区产业交流合作的主

要枢纽。形成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现

代化治理的典范。

面向未来，绘好“工笔

画”。《意见》聚焦优化园区

功能布局、激发自主创新活

力、推进产业高端化集聚、

优化高质量发展环境、加大

开放创新力度和深化高新

区体制改革等六个方面，有

针对性地提出 25 项任务举

措，可操作性强，含金量高。

（林露虹管轩幼君）

厦门出台意见
促进火炬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成区域创新中心核心区尹力王宁崔玉英与省政协港澳委员座谈

聚焦金砖机遇
畅谈创新发展

“金砖 +”国家留学人才

群英论坛举行

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 47.7%，规模、增速均居首位

福建政协委员

建言深化新阶段闽港澳合作

解读《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安步当车，轻车简从

陈嘉庚的小车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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