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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厦企相继发布半年报
近日，厦企吉比特、安井食品、罗普特

等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发布半年报。

游戏板块龙头企业吉比特发布了成

绩亮眼的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 23.9 亿元，同比增长 69.4%；实现归母

净利润 9 亿元，同比增长 63.8%。半年报

指出，其业绩增长归因于今年一批新产

品的火爆，特别是现象级游戏《摩尔庄

园》。

安井食品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8 . 94 亿元，同比增长 36.4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 亿元，同比增

长 33.83%。其上半年各项业务均衡发展，

多项营业收入均实现了至少两位数的增

幅。

此外，罗普特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3 亿元，同比增长 8.2%；实现归母净利润

902.8 万元，同比增长 345.1%。合诚股份上

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5 亿元，同比增长

22.8%；实现归母净利润 1936.1 万元，同比

增长 28.3%。

市场监管局

创新云端导办新模式
厦门市市场监管局消息，该局在全市

各窗口推广“咨询导办全覆盖”制度，推行

全覆盖咨询导办岗，有效地解决了片区内

市场主体和办事群众普遍反映的“取号

难、耗时长、办事繁”的堵点问题。厦门自

贸区市场监管局在窗口人工导办和机器

人导办的基础上，推行云端导办，实现导

办由线下向线上的延伸。

窗口导办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企业

因不了解网办渠道、未提前准备申请文

书、走错办事窗口等原因产生了跑多趟、

未办成的问题。为解决这一企业群众办事

的痛点问题，厦门市市场监管局与自贸区

政务大厅积极协商，在自贸区政务微信预

约端为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单独增加注册

登记审批业务办理提示，对以上问题进行

提前告知，推动导办服务端口前移至云

端。

在预约环节，每日可为 130 人次云端

导办，实现了预先告知和精准服务，窗口

导办量减少了 20%；导办服务由“面对面”

到“屏对屏”，摆脱时空限制，让企业群众

享受到更加便捷、贴心的高效服务，进一

步提升了企业群众的办事体验。

厦门发布邮轮扶持政策
虽邮轮行业仍未有复工复产时间表，

但相关扶持政策已发布。据港口部门消

息，《关于进一步促进邮轮旅游业发展的

扶持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发布，将从

国家正式通知邮轮复航之日起实施，有效

期一年。

据悉，《意见》由厦门港口管理局联合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厦门市财政局印

发。《意见》明确，按始发港航线和访问港

航线分类明确扶持标准。

始发港航线方面，对招徕旅客从厦

门邮轮母港出境旅游的邮轮公司或包船

企业，按自然年度累计出境旅客人数给

予补贴，标准为 5000 人(含)至 5 万人部

分 200 元 / 人，5 万人(含)以上部分 250

元 / 人。

访问港航线方面，对使用或引进邮轮

来厦运营访问港航线的邮轮公司或包船

企业，按实际入境的邮轮旅客人数，给予

100 元 / 人次补贴。

日前，厦门市海外高层

次人才、特伦特管理咨询创

始人邱凤才博士被任命为

联合国数字经济研究院研

究员。

邱凤才博士，福建省上

杭县中都镇饶坊村人，2000

年硕士毕业于美国MTU大

学，2008 年留学英国，获得

剑桥大学和诺丁商学院博

士学位、剑桥大学博士后学

位。2016 年，响应“科技报

国，科技强国”号召，回国落

户厦门，被评为厦门市海外

高层次人才。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

立的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有

193 个会员国，包括了所有

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

设有 2 个观察员国（梵蒂冈

和巴勒斯坦），此外还邀请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实

体参与联合国事务。联合国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安全理

事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其中之一。

联合国数字经济研究院

（简称“UNI”），是联合国全

球高端智库和研究机构。秉

持“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成

果应用实践、弥合数字鸿

沟、国际合作促进”四项原

则，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数字

经济的理论、实践、经验、技

术和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交

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全球各

国数字化转型，助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全面实现。

邱凤才博士 20 多年来

在海内外从事数字经济、数

字人才的战略发展与创新

的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在英

国剑桥大学科技园从事科

技技术转化、科技人才创

新、科技企业孵化创新等跨

学科研究与实践，曾 / 现任

剑桥大学博士生创新创业

导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英国谢菲尔大学、厦门

大学等著名大学导师，中国

各省市政府数字人才经济

专家。

邱凤才博士不忘初心，

科技报国，在中国数字人才

经济研究与实践方面做出

了贡献，著有 6 本全英文作

品。尤其为中国通信事业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从 2G

信息化到 5G 数字化的时

代，为中国 30 多个省 260 多

个地市培养了近 1 万名数

字化经营与专业人才，承担

了 5000 多万元经费的咨询

和课题研究，培养专业人才

超过 7500 学时。邱凤才博士

是学术与实践兼修的学者

型领导人，得到海内外同行

与客户的信赖与尊重，也因

此获得联合国数字经济研

究院的肯定。受聘研究员

后，邱凤才博士表示将不忘

初心，履职尽责，坚守联合

国的和平、人权、发展使命。

海峡两岸最大石化产

业合作项目已建成投产。

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下称中石化）新闻办

获悉，其旗下古雷炼化一体

化项目已于 8 月 18 日建成

投产，乙烯等主体生产装置

打通全流程，实现一次投料

开车成功，并产出合格产

品。

中石化表示，古雷炼化

一体化项目预计年产值超

过 260 亿元，可实现年利税

40 亿元，拉动塑料、橡胶、纺

织、服装、电子及仪表制造

等上千亿元下游产业，对优

化国家炼化产业布局、带动

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两

岸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

以生产高端化工产品为

主，包括聚丙烯、乙二醇、

苯乙烯等 18 种主产品，产

品总量预计达 300 万吨 /

年。

中石化介绍，该项目一

期工程总投资 278 亿元，主

要包括百万吨级乙烯、60 万

吨 / 年苯乙烯等九套化工

装置，以及配套公用工程、

年吞吐能力 780 万吨的码

头泊位等。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是

古雷石化基地的龙头项目。

古雷石化基地作为全国七

大石化基地之一，是国内唯

一辐射台湾的石化产业园

区。该石化基地位于海峡西

岸、福建省东南端的漳州市

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地处厦

门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

间。

2016 年 1 月，经福建省发

改委核准，古雷炼化一体化

项目由中国石化福建炼油

化工有限公司和旭腾投资

有限公司合资建设，各占

50%股份。

同年 11 月，双方在厦门

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成立福

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

旭腾投资有限公司为中

国台湾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资本总额为

2500 万新台币（约合 582.25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 12 月，古雷炼

化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开

工建设；今年 5 月，项目中

交，8月建成投产。

中石化希望将其打造成

为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

两岸石化产业深度合作的

标杆。

乙烯是合成纤维、合成

橡胶、合成塑料、合成乙醇

的基本化工原料 ，是世界上

产量最大的化学产品之一。

乙烯工业是石油化工产业

的核心，乙烯产品占石化产

品的 75%以上 。

《2020 年国内外油气行

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 年，

中国乙烯总产能为 3518 万

吨 / 年，同比增长 14.7%，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

期，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

海油合计乙烯产能占总产

能的 57.1%。

（《天下财经》报道）

红动中国

环球经济

□侯瑞宁

阴 崔璞玉

随着美国人对经济前

景、通胀水平，以及近期新

冠病例激增越来越担忧，8

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跌至

近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

近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

示，美国 8月密歇根大学消

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较上月下

降 11 点，至 70.2，创下 2011

年 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

数值远远低于接受彭博社调

查的所有经济学家的预估。

如果消费者信心下滑，

进而减少支出，那么未来几

个月的经济增长可能明显

放缓。该数据的大跌也凸显

出，价格上涨以及对德尔塔

变体毒株的担忧，如何给美

国人带来了压力。

由于新增病例激增，美

国多个城市重启佩戴口罩

的要求，即将举行的纽约国

际车展等活动也被取消。此

外，谷歌、亚马逊和贝莱德

集团等企业都推迟了重返

办公室的计划。

负责消费者信心调查的

科廷在报告中指出，消费者

已正确推断出，未来几个月

美国的经济表现将有所下

降，但是对经济负面评估的

异常激增也反映了民众的情

绪反应，主要来自“疫情将很

快结束”这个希望的破灭。

从分项数据来看，预期

指数暴跌近 14 点至 65.2，为

2013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降幅创去年 3 月疫情爆

发以来的最大幅度。该指数

用来衡量未来一年消费者

对经济前景的展望。

就业市场方面，仅有

36%的受访者预计失业率会

下降，低于上个月的 52%，尽

管目前的职位空缺数处于

创纪录的高位。消费者对其

收入前景也明显感到悲观，

预期个人财务指数跌至七

年低点。

通胀方面，消费者预计美

国未来 5-10 年内的通胀率

将为3%，高于 7月调查时的

2.8%，达到 2013年以来的最

高水平。消费者还预计，未来

一年的通胀率为 4.6%，略低

于 7月调查时的 4.7%。

物价上涨对美国人的预

算有明显影响，尤其是对收

入较低或收入固定的人。年

龄在 65 岁或以上的人中，有

近三分之一抱怨通货膨胀

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收

入处在最低三分之一或学

历为高中及以下的人中，大

约四分之一也持同样观点。

此外，由《华尔街日报》

和 Vistage Worldwide Inc.联

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

国 8 月小企业信心也降至

早春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项

对 560 多家小企业的调查显

示，仅 39%的小企业主预计

美国经济状况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善，低于 7 月时的

50%和 3月时的 67%。

其中，22%的小企业主

表示，他们的业务已经受到

德尔塔毒株导致的病例激

增的影响；另有 22%的受访

者预计，未来他们的业务将

受到影响。自年初以来，有

超过一半的小企业主通过

涨价来抵消成本的上涨，另

有 61%的受访者表示，预计

或正在考虑涨价。

（《界面财经》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