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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三孩

可领住院补助
厦门市总工会有一项保障政策，生育三孩可以领

住院补助。对于符合政策生育三孩的职工，每人每年

缴纳 60 元，就可以获得以下两项补助：一般住院补

助、职工住院自付部分补助。

一般住院补助，按实际住院天数补助 50 元 / 天，

一个保障周期内累计补助住院天数最高 30 天。

职工住院医保起付线以上产生的个人自付部分，

根据住院收费专用票据“个人自付”栏的金额，扣除超

出普通住院的床位费用部分，按 20%的比例予以补

助，最高补助金额 20 万元，未经医保机构结算的全自

费不在保障范畴。

园博苑教育岛将建儿童乐园

近日，据市市政园林局获悉，园博苑教育岛提升

改造工程已启动，预计明年完工。届时，将建成集美区

最大型的儿童乐园。

“作为此次改造项目的核心，儿童乐园将建成七

大区域。”施工单位介绍，七大区域将按主题分为三角

梅栈道、泡泡鱼浅滩、龙舟溯流、知识之城、海滩集市、

彩虹丘陵和太阳动力工厂。此外，园区内还将设有彩

虹蹦床、多人跷跷板、亲子鸟巢秋千等近 30 项儿童游

乐设施。儿童乐园计划明年一月完工。

园博苑教育岛也称“中华教育岛”，位于园博苑西

北角，占地面积 26.6 公顷，本次教育岛提升改造工程

项目总用地面积 33936.61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85.35 平方米。

厦门城镇化率达 89.41%
结合厦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厦门市统

计局对全市及各区 2010-2020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进行了修订。修订结果显示，厦门市常住人口从

2010 年末的 356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末的 518 万人，

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从 88.33%增长到 89.41%，城镇化

率位居副省级城市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全市及各区 2010-2020 年末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的最新修订数据结果也直接印证了 10

年来厦门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成果———数据显示，岛

外 4区“功不可没”，10 年人口总增长数达 138.2 万人，

超过全市人口增量的五分之四、接近福建全省人口增

量的 3成。其中，集美区人口从 2010 年的 50 多万增

加至 104 万人，总量已追平岛内的湖里区，接近思明

区的 107.4 万人，10 年人口增量高达 45.3 万人，成为

厦门人口增长最多的区，也是岛外第一个突破百万人

口的区。

软硬兼施：

软件与信息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齐头

并进
“发展数字经济，关键在

两端，一端是软件与信息服

务业，另一端是先进制造

业。”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火炬高新区打出

“软硬兼施”组合拳，以发展

数字经济为主线，扎实推动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齐头并进、融合发展。

立足实际谋篇布局，火

炬高新区制定了《厦门火炬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四五”

发展规划》以及《厦门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发展规划》，对平板

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软

件与信息服务业等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新基建、智慧园

区等载体建设进行详细发

展规划，坚持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

围绕数字产业化，高新

区一方面抓好软件与信息

服务业企业的引进和培育，

涵盖工业软件、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另一方面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制造业，也就是

支撑数据产生、传输、处理

和应用的芯片，以及传感

器、服务器、智能终端等电

子信息制造产业。

数字赋能：

为制造业和服务

业插上数字化翅膀
联芯集成电路工厂，集

成电路制造行业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工厂之一。这里建

有先进制造控制中心以及

一系列智能制造系统，自动

传输轨道实现全厂覆盖。据

联芯方面介绍，工厂实施数

字化后，人力节省了 32%，

自动派工率达 98.2%。

正如联芯的数字化转

型，眼下的火炬高新区，越

来越多的园区企业从“制

造”走向“智造”，助力制造

业转型升级。

“高新区坚持分类施

策，以数字赋能制造业：对

于新企业，从规划阶段入

手，引导企业整体采用最先

进的智能制造方案，实现降

本增效；对于存量企业，从

具体设备、环节入手，做局

部智能化改造，逐步提升智

能化程度。”火炬高新区管

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

也是高新区的工作重点。高

新区大力引进智慧文旅、智

慧金融、智慧物流等“数字

化服务业”，支持本地应用型

软件、人工智能、AR/VR等

现有优势数字产业与本地传

统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帮助

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提升。

便捷服务：

政务跨部门一网

通办，增强企业获得感
通过“火炬金融服务平

台”，众多企业感受到了和

网购一样便利的融资服务。

这一平台上，企业是买方，

可以货比三家，金融机构是

卖方，产品可以公开竞价。

截至今年 8月 10 日，平台

入驻机构 38 家，包括银行、

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融资

租赁等，发布产品 155 款；

企业在平台累计发布需求

申请 666 条，累计融资授信

金额为 44.86 亿元人民币。

这是火炬高新区以数

字化优化企业服务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高新区针对

知识产权、技术转移、金融

等重点服务领域，向专业化

市场机构购买服务，与之共

同组建服务机构，搭建数字

化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

供精准、高效、专业的服务。

在政务服务方面，高新

区推动跨部门“一号申请、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有

效利用多元化手段，优化政

府公共服务渠道。譬如，高

新区按照“一站式”“一条

龙”服务模式和“小机构、大

服务”管理格局，建立政务

窗口“创 + 驿站”，集聚政

府各相关部门授权近 100

项业务，为企业与员工提供

“足不出园”的生产生活服

务。 （厦门日报）

淅沥沥的台风雨，阻隔不了侨企助力抗疫急切

的心。日前厦门市疫情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侨企厦

门市胜意龙纺纤有限公司第一时间主动联系思明

区侨联，表达捐赠意愿。区侨联即刻对接重点区域

街道，了解抗疫所需，积极协调沟通，8月 6 日上午，

公司董事长、集美区侨乡经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蔡

继军冒雨亲自将 800 件一次性防护服送到思明区

莲前街道，为抗疫一线提供安全保障，以实际行动

彰显厦门侨企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全力共筑抗击疫

情的铜墙铁壁。

思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季昆，厦门市侨联

副主席、区侨联主席苏枫红，莲前街道党工委委员、

办事处副主任傅招荣参加此次捐赠，对企业的善举

表示诚挚的感谢。 （思明区侨联）

日本政府审计员表示，

此次奥运会的实际总支出

超过了 200 亿美元，成为有

记录以来最贵的一届。

在新冠疫情的重重困

难中，东京奥运会于 8 月 8

日顺利落下帷幕。日本代表

团共斩获 58 枚奖牌，其中

包括 27 枚金牌，成绩仅次

于中美，创下日本在金牌数

和总奖牌数上的历史最高

纪录。不过，一同创下最高

纪录的还有此次奥运会的

举办成本。

日本官员称，举办东奥

会的预算为 154 亿美元，但

日本政府审计员表示，实际

总支出超过了 200 亿美元，

几乎是最初申办时预测的

74 亿美元的三倍。这意味

着，本届奥运会的总成本超

过了伦敦奥运会的 110.04

亿美元，成为有记录以来最

贵的奥运会。

这笔钱可以用来在日

本修建 360 多所拥有 300

张床位的医院，或建造

1540 所小学，或购买 50 架

大型喷气式飞机。

其中除了 67 亿美元

外，所有资金都来自日本纳

税人。最新预算显示，国际

奥委会出资 13 亿美元，并

在疫情后又追加了数亿美

元。

此外，东京主办方还从

国内赞助商那里筹集了创

纪录的 33 亿美元。但许多

赞助商在赛前抱怨称，由于

没有观众，他们的钱被浪费

了。

一项关于奥运会费用

的研究显示，奥运会是一个

国家可以组织的最昂贵的

大型赛事之一。而此次奥运

会，由于赛事推迟带来的场

馆设施维护费用，最终成本

还额外增加了 28 亿美元。

奥运会最大的单一成

本是场馆建设。日本为举办

此次奥运会专门修建了八

个场馆，耗资 30 亿美元。其

中包括可容纳 6.8 万人的

国家体育场和可容纳 1.5

万人的游泳馆和排球馆。另

外，还有 25 个场地被修葺

一新。

不但成本高，此次奥运

会的收入也大打折扣。为了

防止疫情扩散，整个奥运会

期间，东京一直处在紧急状

态中，观众也被禁止入场，

这导致日本损失了大约 8

亿美元的门票收入，以及前

往观赛的游客在餐饮、酒店

和购物上花费的近 20 亿美

元。

但是这部分的收入相

对占比较小。奥运会的大部

分收入都来自电视和媒体

的转播。据美联社报道，此

次东奥会，国际奥委会获得

了 30 亿至 40 亿美元的转

播权收入。日本经济新闻则

预计，东京奥运会面向全球

的转播权费总计在 27.3 亿

美元左右。这笔收入将在国

际奥委会和主办国之间分

配。

值得一提的是，要准确

计算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并

不容易。因为难以判定哪些

成本是仅由奥运会产生的，

而哪些投资是举办城市本

就计划实施，不过借由奥运

会提前而已。

东京政府 2017 年的一

项研究预计，举办奥运会的

回报将远远超过成本。该研

究称，奥运会将给日本带来

1270 亿美元的额外需求。

其中部分提振来自新基础

设施的建设，不过这类项目

通常会挤出其它领域的投

资。还有一部分提振来自赛

事相关消费，从门票到食品

和饮料等。不过，由于此次

奥运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

下举行，这方面东京收获甚

微。 （界面财经）

红动中国

暖心！
侨企援助战“疫”必胜 □阮彬彬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重点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超 500 万元)达 400 家，实现互联网业务收入 146.8 亿元，规

模居全国第 5 位。从各地市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布来看，厦门互联网收入居全省首位。

互联网行业的亮眼成绩彰显厦门数字经济的蓬勃动力。作为国家级高新区、厦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厦门火

炬高新区以推进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金砖国家创新基地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按照现有标准，火

炬高新区规上工业企业中数字经济企业已达 346 家，占高新区现有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74.2%。今年上半年，火炬高

新区数字经济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1529.3 亿元，占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1.8%。

阴 崔璞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