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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电影光热，点亮鹭岛。12

月 28 日，时值世界电影诞

生日，2021 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开幕式暨第 34 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

彰仪式在厦门举行。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赵龙出席并宣

布开幕。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崔永辉，中国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诸迪致辞。

省市领导张彦、刘献祥、

黄文辉、陈家东、魏克良、杨

国豪，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张宏，中国电影基金

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广播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童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理事长、本届金鸡奖评委会

主席明振江以及电影界代表

一同出席开幕式。

崔永辉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电影节开幕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又恰逢中国

电影金鸡奖创立40周年、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赋

予本届盛会以非凡的意义。

伟大时代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电影，造就了今天的福建厦

门，我们心怀感恩，共同讴歌

伟大的党光辉百年。厦门与

金鸡奖牵手，美美与共、珠联

璧合，厦门因金鸡奖而星光

熠熠，金鸡奖借大厦之门、开

放之门而更快进步，我们将

倾力办好电影节，讲好中国

故事，助推金鸡唱响全球。金

鸡报晓，迎来新的晨光。迈向

新征程，我们将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神，

牢记嘱托、勇立潮头、勇毅前

行，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我们将全力打造影

视之都，助推出产更多彰显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的精品力作，为中国电影

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诸迪表示，一年来，广

大电影工作者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特别是对电影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创作出

一大批既弘扬家国情怀又

传承红色基因，既收获群众

口碑又赢得市场好评的精

品力作，这些创作成果，将

在本届电影节中得到充分

展现。中国文联、中国影协

将与厦门市人民政府立足

新的起点，共同为推动厦门

经济特区的更大发展、为迎

来中国电影更加光明的前

景，开启新的更加紧密的合

作。希望广大电影工作者聚

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弘

扬正道，用精品力作开辟电

影事业发展的新境界，用情

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

本届金鸡奖评委会对

本届金鸡奖提名影片和主

创人员进行集中表彰，并以

此正式拉开 2021 年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的帷幕。本届

电影节持续到 12 月 30 日，

将评选出中国电影金鸡奖

系列奖项，主体活动包括专

题电影展、金鸡电影论坛、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第 34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

表彰仪式、电影艺术家走红

毯仪式、第 34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颁奖典礼暨电影节

闭幕式等。 （蓝碧霞）

本报讯 12 月 28 日下

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雪敏主持召开市委统战

部部务会（扩大）会议暨部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贺信重要精神和王

岐山副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市委统战部贯彻落实

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特区

建设成就，对新征程上特区

建设提出新的希望，赋予新

的更大使命，充分体现习近

平总书记对厦门的关爱之

深、期望之切。王岐山副主

席的讲话对厦门发展作出

系统全面、科学务实的部署

安排，是立足新起点推动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再出发的

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

要精神和王岐山副主席重

要讲话精神，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全力推动厦门经济特

区加快发展。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重要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

与贯彻省、市党代会部署和

“十四五”规划结合起来，认

真组织学习和宣传宣讲。要

聚焦近期中央、省委、市委

关于统战工作的一系列部

署要求，认真谋划明年和今

后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不

断推动全市统战工作守正

创新、提质增效。要牢记嘱

托，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厦

门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经

验和始终心系厦门发展的

殷切期望，强化担当，感恩

奋进，把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的部署要求逐项落地落

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

道到 2025 年，厦门全面建

成“对标国际、引领全国、支

撑区域”的国家知识产权强

市。12月 29日上午，厦门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厦门

市“十四五”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新闻发布会。该规划是全国

首个以副省级城市政府名义

印发的地方“十四五”知识产

权专项规划，内容涉及创造、

运用、保护、服务等 12 项主

要预期性指示。

完善保护体系，重点建

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互联

网+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国

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中心厦门分中心、知识产

权维权工作站等，深化“司法

+行政+X”协同运作机制；

优化政策导向，培育高

价值专利、知名商标品牌、特

色地理标志、特色精品版权

等，提升创新主体管理水平，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走

高质量知识产权发展道路；

提升运营层次，全方位

打造、升级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平台、知识产权运营投资

基金、知识产权投资公司、

知识产权商城、两岸知识产

权金融机构等运营服务体

系核心载体；

优化营商环境，以海丝

中央法务区建设为引领，推

进知识产权要素供给侧改

革，建设知识产权服务业集

聚区，完善城市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体系；

深化协同发展，建设厦

门金砖知识产权服务一体

化平台，推进中新（厦门）膜

与石墨烯产业园等试点项

目建设，探索合作共建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知识产权经济协作区。

发布会当天，作为《规划》明

确的重点项目之一，厦门电

子商务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项目正式获国家知识产权

局批复同意。运营中心将以

“政府引导、企业实施、试点

先行、产业协同”为指导方

针，以优质知识产权为基本

核心，以优质正品精品为载

体，塑造知识产权全链条生

态体系，打造“互联网 + 知

识产权”融合发展示范新模

式，探索新形势下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的升级

版核心载体，为厦门乃至福

建发挥“双自联动”政策效

应，建立厦门现代化经济体

系做全新探索。

（林少蓉陈雪松吴迪茅）

厦门111个在建省重点项目
投资完成率全省第一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今年 1 月至 11 月，

厦门市 111 个在建省重点项目计划投资 564.8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733.2 亿元，超同期计划投

资 168.4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115%，超序

时进度 23.3 个百分点，投资完成率排名全省第

一。从各行业完成情况来看，产业项目、基础设

施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分别完成投资 323.7 亿

元、349 亿元、60.5 亿元。

省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开足马力：1-11 月实

际完成投资 323.7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32.3%，超同期投资计划 79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的 117.5%，超序时进度 25.8 个百分点。厦门延江

新材料项目完成桩基施工，海沧半导体产业基

地 1#-6#中试厂房通过竣工验收，厦门趣店科

技金融创新园 1#楼核心筒主体结构封顶。

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1-11

月实际完成投资 349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30.1%，超同期投资计划 80.7 亿元，完成全年计

划的 114.4%，超序时进度 22.7 个百分点。集美污

水处理厂四期工程进行联动调试；何厝岭兜片

区综合配套工程中岭兜小学砌体工程完成；新

浦家园安置房 B1 地块桩基施工完成。

省重点社会事业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1-11月实际完成投资60.5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

划的 116.8%，超同期计划 8.7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的105.9%，超序时进度14.2个百分点。新体育中心

项目凤凰体育馆C区训练馆钢屋盖安装完成；厦

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地下室结构施工完成；

华东师范大学希平双语学校文体楼、教师公寓、学

生宿舍屋面层结构完成。 （刘艳 许鹭莺）

金砖创新基地
政策宣讲会举行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28 日，市金

砖办联合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举办“金砖创新基

地政策宣讲会”，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商务局

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火炬管委会分别派出相

关处室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对《关于加快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的若干措施》中“推动项目开发”方

面的政策进行解读。宣讲会主要面向与金砖国

家有经贸往来的火炬高新区企业和促进金砖合

作的平台公司，旨在切实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今年 9 月 7 日，厦门市出台《关于加快金砖

创新基地建设的若干措施》，围绕政策协调、人

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重点任务，推出 26 条举

措，鼓励深化与金砖国家的沟通交流，创新合作

模式，力争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紧密联系，推

动金砖创新基地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在业内人士看来，《若干措施》对企业的优

惠补贴力度大，措施实。譬如，对企业年度固定

资产投资达 500 万元(含)以上的，按不超过其固

定资产投资额的 12%给予补助，单家企业最多可

以享受到 1000 万元的补助。而且自企业注册落

户厦门起，最多可以连续补助 3 年(已享受相关

扶持政策的企业除外)。

“《若干措施》以‘国家所需、厦门所能、金砖

国家所愿’为指导思想，针对性强、门槛低、范围

广且力度大，以真金白银鼓励企业发展。”市金

砖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企业能用好用足政

策，抢抓金砖机遇，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实现自

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为高水平推进金砖创新基

地建设贡献力量。 （林露虹雷飏）

第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受表彰

全国首个！打造知识产权强市
厦门印发“十四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规划

福建省侨联领导来厦

慰问归侨侨眷并开展调研工作

父子侨领世纪传奇

———庄希泉、庄炎林

港澳青年北上创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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