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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厦门市市长黄文辉实地调研

冠捷科技公司、友达光电公司、戴

尔公司、宸鸿科技等重点工业企

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与火炬、相关区、部

门以及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推动

企业做强做大具体举措。

黄文辉深入企业生产车间，

了解产品工艺、生产流程、市场销

售等情况，调研企业发展所需的

政策支持和厦门惠企政策兑现情

况。黄文辉感谢各企业为厦门建

设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希望大

家安心扎根厦门，用好用足惠企

政策，瞄准市场前沿需求和技术

迭代，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扩大产

业布局，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提升

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

推动企业做强做大。

黄文辉强调，政府各级各部

门要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全局理

念，全力落实“七以七为”，以更

大责任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服务

企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

务，分类施策、精准施策，落实好

各项惠企暖企政策，用心用情为

企业在技术研发、人才引进、员工

住房和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服务

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大。要

强化精准招商，积极支持现有企

业增资扩产，大力引进有利于强

链补链延链的好项目大项目，推

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协同配套，提

升产业链群整体发展水平，持续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韧劲。

（吴海奎）

本报讯（通讯员潘荫庭）8 月

2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

珍到集美鳌园、陈嘉庚纪念馆、集

美图书馆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专项检查，实地查看景区出入口

信息登记区、体温检测设备、图书

阅览室、办公区等，了解场馆人员

分流、清洁消杀、健康监测、应急

处置等情况。集美校委会副主任、

陈嘉庚纪念馆馆长翁荣标陪同检

查并汇报集美校委会疫情防控有

关工作落实情况。

何秀珍对集美校委会强化防疫

措施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

她强调，集美鳌园、陈嘉庚纪念馆是

厦门市重点旅游景区，集美图书馆

是学生暑期学习自修的重要场所，

集美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要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克服松懈心态、麻痹思想，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

何秀珍要求，一要严格按照

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最新部署要求，落实落细景区和

场馆疫情防控。二要密切关注厦

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发布的最新通告，以官方、权威

部门发布的疫情信息为准，提高

甄别信息能力和警惕性，做到不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要自觉

加强个人安全防护，坚持“勤洗

手、戴口罩、多通风、少聚集”。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8

月 5 日晚，由厦门市金砖办、厦

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与巴西驻

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科技园区

管理”专题线上培训在领事馆区

大楼开班。大家相聚云端，就园

区管理进行交流探讨。

今年厦门与巴西加强在人

才、项目培训上的合作，此次培

训是继 4 月 29 日开展的面向金

砖国家首期线上培训后，推出的

第二期线上人才培训，将进一步

增进大家对中国、对福建厦门的

了解，促进双方交流交往合作。

在培训班上，厦门市重点分享了

厦门火炬高新区的项目孵化、人

才服务、创业扶持等方面经验。

（李晓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到 2035 年，厦门未来科技城

将全面建成。省政府日前出台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对厦门未来科技城

的建设目标和时间表进行明

确，并对全省科技城的建设布

局提出意见。

根据《方案》，厦门市将依

托厦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

室、同安“三谷”等创新资源，

打造宜居宜业宜创的厦门未

来科技城。省政府计划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厦门未来科技城，

届时，科技城产业结构将明显

优化，新业态和新经济不断涌

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产业

增加值实现“双倍增”，创新型

企业群体不断壮大。省政府还

计划把厦门未来科技城建设

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自创

区年度考核，对建设成效明显

的科技城给予奖励 1000 万

元。

厦门未来科技城核心区域

位于环东海域新城，《方案》所

说的“三谷”是位于同安区的

美峰创谷、银城智谷和环东云

谷三大产业园区，是厦门践行

“跨岛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

地。目前，环东海域新城已初

步形成集信息研发、高端制造

以及新经济、旅游度假和现代

服务业“四位一体”的产业体

系。依托“园区+平台”的招商

载体，美峰创谷、银城智谷和

环东云谷突出产业定位，各有

侧重发力。今年上半年，环东

海域新城完成新注册企业数

2884 家，累计注册资本 169.58

亿元。 （张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日前，第七届福建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

赛道决赛在厦门市举行，厦门

市高校共八个项目获得金奖。

大赛由省教育厅、省中华

职教社、省委统战部等单位主

办。本次职教赛道决赛设置中

职组、高职组、应用技术型本

科组，来自全省 55 所职业院

校共 126 支团队分赛道角逐

金奖。

经过省级预赛、网络投票、

现场决赛，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基于云的轻应用———企业获

客营销管理系统》获应用技术

型本科组金奖，厦门海洋职业

技术学院《智慧渔业“全国首创

无人化水产养殖管理系统”》获

高职创业组金奖，厦门海洋职

业技术学院《小黄帽———全国

首创多层水质在线监测仪》《养

生糖———全国氨基含量最高的

壳寡糖》《浮古三维———数字文

博三维贴图领域引领者》《虾塘

管家》《海天一色———行业首创

船舶靠港零碳排加热器》、厦门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知猪

宝———中小生猪养殖场智能饲

喂监测践行者》获高职创意组

金奖。

据介绍，此次获奖项目将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

物应用技术等新一代技术与

经济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新

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

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

级、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中的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 （张娴静）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日

前，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发改

委联合印发《福建省交通强国先

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到 2025

年，福建将完成交通强国试点示

范任务，交通强国先行区建设卓

有成效，全面建成“两纵五横”大

通道，初步形成“三纵六横两联”

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福建

“211”交通圈；到 2035 年建成交

通强国先行区。

《方案》指出，全面建设沪深、杭

广、京台、福银、厦蓉 5条国家级通

道和泉吉、湄渝、宁南、浦武、福龙、

厦南6条省级通道，形成“三纵六横

两联”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构建

福建“211”交通圈(各设区市间 2小

时通达，福州、厦漳泉两大都市圈1

小时通勤，设区市至所辖县、各县至

所辖乡镇1小时基本覆盖)。

《方案》提到，加快推进温福、漳

汕、昌福厦(金)高铁及温武吉铁路、

龙岩至龙川铁路、武平至梅州段等

项目建设，积极推进赣龙厦高铁等

项目研究，拓展以福州、厦门为核心

的高速铁路进出省通道；推进沈海、

京台、泉南、福银、厦沙、厦蓉高速等

瓶颈路段扩容改造；壮大以厦门港、

福州港两个主枢纽港为核心的东

南沿海港口群，打造福建“轨道上的

机场群”。

打造世界一流港口群和机

场群，重点加快厦门东南国际航

运中心、厦门邮轮母港建设，推

进港口资源整合，建设“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大宗货物

转运基地。

高标准建设厦门翔安、福州

长乐等运输机场，形成以厦门、

福州机场为核心机场和国际枢

纽，以泉州、武夷山机场为中心

机场和区域枢纽，以龙岩、三明

机场等支线机场组成多层次的

运输机场体系。

重点打造厦门新机场、福州

机场、武夷山机场、福州南站、厦

门北站、泉州东站等集“空铁公”

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推进全

省港口、机场、客货运枢纽、物流

园区便捷互通、信息共享、功能

互补。 （叶子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8 月 2 日，202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揭晓。厦门有三

家企业入围，且均首次跻身前

200 位，分别是：建发集团（第

148 位，营收 641.12 亿美元）、

国贸控股集团（第 171 位，营

收 582.79 亿美元）、象屿集团

（第 189 位，营收 543.24 亿美

元）。

这也是建发集团、国贸控

股集团自 2017 年以来连续第

五次上榜世界 500 强，象屿集

团则是 2018 年以来连续第四

次上榜。三家厦企的排名相较

去年均大幅攀升，其中，建发

集团上升 86 位，国贸控股集

团上升 113 位，象屿集团上升

109 位。

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 40 周年，建发、国贸、象屿

都是伴随改革开放而生、伴随

厦门经济特区成长的企业，它

们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频频

登上世界 500 强且排名上升

的背后，是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的生

动演绎。 （林露虹）

厦门未来科技城
计划 2035 年全面建成
核心区域位于环东海域新城

全省 55 所职业院校
角逐创新创业大赛

厦门市高校 8项目获金奖

三厦企首度跻身世界 200 强

黄文辉调研厦门市部分重点企业

厦漳泉都市圈到 年将实现 小时通勤

在厦台胞成立志愿服务联盟

协助社区防疫

华侨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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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巴西相聚云端促进金砖务实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