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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企夺石墨烯

创新创业大赛冠军
在近日落幕的石墨烯行业权威赛事———

2021 中国福建(永安)石墨烯创新创业大赛上，

厦门凯纳凭借上述技术打造的“基于新一代

分散技术的石墨烯复合导电浆料”，以满分摘

得大赛唯一的一等奖。

“我们对锂电池行业用的新型导电剂技术

做了颠覆式创新，实现了高性能、低成本。”凯纳

技术总监洪江彬介绍，新开发的产品技术主要

包含高导电、高导离子和高固含量三大核心技

术。这些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石墨烯复合导电

浆料的综合性能，进而降低锂电池的内阻，提高

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和低温性能。

作为国内首家石墨烯企业，凯纳持续在

石墨烯领域深耕，公司投入已超过 1.5 亿元。

以凯纳为代表，厦门市石墨烯企业近年呈量

质齐升态势，石墨烯产业形成从制备设备、石

墨烯材料到产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厦门新认定

16 家农业龙头企业
今年厦门市新修订印发《厦门市农业产

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

办法》，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各相关部门组织开

展了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增补工

作，共收到各区(管委会)推荐申报企业 19 家。

经专家评审及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领

导小组审定，市政府同意，新认定厦门市绿百

合食品有限公司等 16 家企业为农业产业化

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评上市级龙头企业后，厦门市主要围绕

龙头企业扩产增投、订单农业、品牌建设等方

面予以支持，在每个申报年度内，每家企业可

以选择三个方面的其中一项进行申报扶持。

其中，扩产增投最高可补贴不超过 60 万元，

订单农业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品牌建设最高

不超过 60万元的扶持。

象屿税务高效率服务

获企业点赞
“提交申请的当天就收到了留抵退税款，

比雪中送炭还要及时。”近日，厦门迅厦新能

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将印有“业务

精湛高效率、服务优良好作风”的锦旗送到国

家税务总局厦门象屿保税区税务局，并向税

务干部表示感谢。

厦门迅厦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是

辖区内一家经营汽车租赁的公司，2021 年 10

月 26 日，企业财务在柜台提交留抵退税申请

单，税务部门立即启动留抵退税快速响应机

制，一个小时就帮助其成功退还留抵税额

284.56 万元。

今年来，为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象屿区局建立健全留抵退税协调工作机制，

通过“建台账、常跟踪、限时结、促反馈”的举

措，规范留抵退税工作流程，确保留抵退税政

策落地生效。据统计，2021 年象屿区局已帮助

17户企业实现快速留抵退税 2939.45 万元。

本报讯（记者 蔡晓伟

通讯员 陈颖）11 月 4 日上

午，厦门国际商会第四届第

三次理事会暨第三届跨境

电商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

在厦门金雁酒店召开。厦门

国际商会近 120 家理事单

位参与第四届第三次理事

会，厦门市贸促会、厦门国

际商会会长张全军向理事

会作厦门国际商会第四届

第二次理事会工作报告。象

屿建设集团新当选跨境电

商专委会主任单位。

现场，厦门国际商会、泉

州国际商会、漳州国际商会、

象屿建设集团和厦门城市职

业学院作为丝路与金砖国家

跨境电商产业战略联盟发起

单位举行签约仪式。同时发

布 2022 年中国（厦门）跨境

电商展览会。阿里巴巴、厦门

城市职业学院与厦门国际商

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动

厦门市跨境电商产业全方位

发展。

会上，福建省人民政府

经济、社会发展顾问、中国驻

日本大阪前大使衔总领事、

中国（厦门）跨境电商展日本

馆总策划李天然发表《后疫

情时代福建与日本经贸交流

新机遇》的重要专题分享。李

天然总领事表示，中日两国

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邻居。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日各界

应努力以高水平交流夯实民

间基础、以高质量合作增强

前进动力、以高层次人文磋

商拓宽发展思路，将两国领

导人的重要共识体现到具体

落实，转化为美好现实。

据了解，2022 年中国（厦

门）跨境电商展览会（ICEIE）

将于明年 6 月 15 日—17 日

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办。本届展会由商务部外贸

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商会、

厦门市贸促会、厦门国际商

会共同主办。预计展览规模

将超过 7 万平方米，逾 2500

个国际标准展位，力争办成

国内跨境电商题材展会中规

格最高、影响最大、产业范围

最齐全的跨境电商展览会。

本届展会将把握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

落户厦门的有利契机，重点

打造“金砖国家精品馆”，以

创新的展览内容、丰富的会

议活动，展现金砖国家开放

合作的创新成果，推动金砖

国家务实合作。此外，展会将

以“中日邦交”50 周年为契

机，打造富有日本特色的“魅

力日本馆”，全面展示进口自

日本的特色产品及出口日本

的外贸优品。

力品药业（厦门）有限公

司由国家级特聘专家叶英博

士带领的海归博士团队于

2012 年在厦门生物医药产

业园创办，厦门市首批唯一

重大研发机构。

公司以创新制剂技术为

研发和生产驱动，依托可产

业化的高技术壁垒制剂开发

平台，专注于改良型新药和

高端制剂的产业化开发，致

力于提升临床用药的安全有

效性，造福人类健康。

力品药业拥有全球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口腔膜剂技

术平台，复杂缓控释制剂技

术平台，创新微球注射剂技

术平台等六大核心制剂技术

平台。质量管理体系已顺利

通过美国 FDA 的多次 GMP

现场检查，自主研发产品中

8 个创新制剂及高端制剂产

品入选国家重大专项，其中，

盐酸帕洛诺司琼口颊膜是中

国第一个在国际上获批临床

的口腔膜剂，盐酸可乐定缓

释片是福建省首个在美国市

场上市销售的高端制剂产

品。

叶英博士，力品药业董

事长兼创始人，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1997 年叶英曾赴

日本大阪大学深造，获得应

用生物药学博士，后又到美

国加州大学进行抗艾滋病药

物研究的博士后工作，并在

美国 3家上市生物制药企业

主持并负责新药研发。

2012 年，叶英入选厦门

市“双百计划”创业领军人

才，她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

作条件，来到陌生的厦门市

海沧区，创办了力品药业。

力品药业的第一桶金就

是厦门市政府人才引进奖励

的 600 万元。这给了叶英很

大的信心，她用这笔钱组建

了自己的团队，购买了先进

的仪器设备，开始企业的国

际化征程。

2015 年 10 月 13 日，荣

获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企业奖；

2017 年 11 月 16 日，入

选第五批国务院侨办“重点

华侨华人创业团队”。

2017 年 12 月 18 日，力

品药业成功完成 2 亿元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国投创

新管理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领投，招银国际资本、片

仔癀丰圆群贤基金跟投，融

资资金主要用于创新制剂的

临床研究和产品国际化生

产。

2018 年，叶英博士出席

由中国侨联主办的第七届新

侨创新创业成果交流活动并

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二等

奖。

2020 年 8 月 18 日，力品

药业（厦门）有限公司成功完

成了 5 亿元人民币的 C 轮

增资。本轮融资由中金传化

基金、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

投，龙磐投资、福建创新投、

兴业银行、硅谷火炬、深创

投、乾道基金、德屹资本等投

资机构共同出资完成。

此轮融资主要用于力品

药业加速推进创新制剂新产

品的开发，提升临床用药的安

全有效性，为中国的改良型新

药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北京时间

11 月 3 日消息，

截至美股周二收盘，微软市值首

次突破 2.5 万亿美元，目前为全

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而在上周五

美股收盘时，微软也在时隔一年

多后，市值再次超越苹果。

就在上周，微软和苹果接连

发布财报。其中，微软的 2022 财

年第一财季财报显示，营收为

453.17 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371.54 亿美元增长 22%；毛利润

为 316.71 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

的 261.52 亿美元增长 21.1%；净

利润为 205.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每股收益为 2.71 美元，同比

增长 49%。

微软的这份财报，调整后每

股收益和营收均超出华尔街分析

师预期，股价在当日便开始上涨。

当时，由于微软与苹果的市值差

距在数百亿美元，且苹果也将发

布财报，因而微软市值最终能否

超越苹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苹

果财报的情况。

北京时间 10 月 29 日，苹果

发布了 2021 财年第四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苹果在该季度的总净

营收为 833.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净利润为 205.5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2%。不过营收、iPhone 收

入等多项业绩未能达到市场预期

影响，而且由于供应链方面的问

题，苹果损失了 60 亿美元。同时，

蒂姆·库克还预计，供应链带来的

问题在本季度末将会造成比现在

更大的损失。当日，苹果收跌

1.82%，总市值下滑至 2.46 万亿

美元。

10 月 29 日美股收盘后，微软

市值达到 2.49 万亿美元。这也是

微软在去年 3 月超过苹果市值

后，重新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

最高的公司。

在多年的发展中，微软与苹

果曾分别多次成为全球市值最高

的公司。其中，微软在 1998 年首

次登顶，而苹果在 2012 年首次位

居第一后，连续数年占据榜首。

（《界面新闻》）

红动中国

财经速递

———丝路与金砖国家跨境电商产业战略联盟成立，携手打造共同发展之路

厦门力品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