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翔安大桥环岛东路互通 F匝道第九联最后一方混凝土进行浇筑作业。（林铭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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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6 月

27 日，“城市、海洋与家园”———厦

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 周

年座谈会在筼筜书院召开。厦门

市领导王雪敏、庄荣良出席座谈

会，庄荣良作主旨发言。

两岸专家学者从海权思想、海

洋贸易、城市兴起、历史记忆、家国

情怀、共筑家园等不同视角、不同

学科，梳理两岸郑成功研究的最新

进展，宣传海洋意识、维护海权观

念、研讨城市发展，彰显两岸和平

统一思想，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大家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壮举，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不畏

强敌、勇于抗争的伟大精神，两岸

民众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

之情，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休戚相

关的共同命运。弘扬郑成功精神

时代价值，要崇尚他赤胆忠心、精

忠报国的爱国情怀；秉承他造福

同胞、共谋发展的民族大义；传承

他砥砺前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厦门曾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

前沿基地，今天，厦门正致力打造

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

站”。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贺信重要精神，牢记殷切嘱

托，贯彻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解决

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勇担历史

使命，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

迈出更大步伐，为率先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为促进祖国统一大

业作出更大贡献。 （詹文）

本报讯 6 月 23日至 24日，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分

别到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

门）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德丰行塑

胶工业有限公司、厦门青瓷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厦门点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企业走访调研，参观各企业

生产制作场所、创新产品展厅、研发

车间，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及有

关意见建议，并就挂点帮扶事项进

行安排部署。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秀珍，副

部长陈善志，办公室主任黄伟；市

工信局一级调研员张志生、郑伟

平，软件处处长陈嘉耀；火炬高新

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林卫东、思

明区副区长占兆文等分别在有关

调研点陪同调研。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环岛东路互通 F 匝道第九联

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翔安

大桥岛内侧海上互通区主体结构

完工，大桥“咽喉部位”落成。

翔安大桥岛内侧海上互通区

被称为项目“咽喉部位”，该互通

区主要由环岛东路互通构成，由

112 跨箱梁、450 根桩基、2.6 万吨

钢筋组成，包含 8 条匝道及 2 条

主线，与本岛多条城市交通主干

道相连，项目全线通车后，这里将

会成为本岛车流上桥跨海的关键

环节。

据悉，下一步，海上互通区将

进入桥面附属设施施工阶段。项

目海中预制吊装施工也将同步推

进，剩余的 11 块箱梁预计在今年

8 月底完成吊装，届时，翔安大桥

主体将实现全线贯通。

（谢嘉迪眭文飞何鸿鹏阳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厦门企业投资其他金砖

国家，可获封顶限额上浮

20%的补助。6 月 29 日，厦

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林珍雅

做客市政府网在线访谈，解

读厦门促进对外投资合作

的相关措施。

据介绍，今年年初，市

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修订

印发了《厦门市 2021-2023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对外投资合作项目）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此次修订是在对厦

门相关企业和项目进行了

充分调查摸底之后完成的，

并针对疫情以来出现的问

题及企业的发展需求，优化

完善了原有政策，从而能够

更精准有力地引导和扶持

企业“走出去”。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提

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可获封顶限

额上浮 10%的补助，若是同

时被市商务局评定为 A 类

国际化企业的，则可上浮

15%；企业投资其他金砖国

家，可获封顶限额上浮 20%

的补助。管理办法还进一步

鼓励企业建设境外经贸合

作园，打造对外投资的“厦

门品牌”。

管理办法主要从九个

方面对对外投资合作进行

扶持，包括海外投资保险费

用补助、境外经贸合作区补

助、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增长

奖励、对外劳务人员适应性

培训发证补助、对外承包工

程营业额增长奖励、平台建

设费用补助、境外突发事件

处置费用补助、对外投资合

作活动费用补助和贷款贴

息等。

市商务局表示，厦门将

加快审核兑现 2021 年度对

外投资合作专项资金申请

项目，目前已经复审 20 家

企业 22 个项目 1370 万元，

争取 7 月下旬前完成拨付

工作，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

难。 （郭睿）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

道 近日，《2021 年度福建省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

告》发布。评估报告结果显

示，2021 年福建省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综合评价得分

62.81 分，比上年提升 2.75

分，总体保持向好态势，厦

门(69.89)、福州 (65.55)、龙

岩(65.22)位居各设区市中

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价综合

得分前三名。

据了解，此次评估工作

围绕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

痛点难点问题，构建了 7 个

一级指标、75 个二级指标和

104 个三级指标，并增加在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小

企业政策获得感的评估评

价，以求全面地进行综合评

价。厦门在政务服务环境、

创新环境、市场开拓环境、

要素环境等 5 项一级指标

评分均在全省名列前茅，成

为第一梯队地市。对比 2020

年度评估结果看，厦门、福

州稳定性较高；龙岩、漳州、

南平、宁德比上年有明显进

步。

报告还列举了各设区

市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

面的先进做法。例如，在加

大中小企业财税支持方面，

厦门整合产业投资基金体

系，将传统的无偿补助方式

转变为基金市场化股权投

资方式，实现“以拨改投”支

持实体经济企业。 （张诗）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看

好厦门，加码投资。深天马 A 近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联营公

司天马显示科技、国贸产业、火炬

招商、翔投集团在厦门投资成立

合资项目公司，建设一条从巨量

转移到显示模组的全制程 Mi-

cro-LED 试验线，并将其打造为

全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研发平

台。

Micro-LED 被业界普遍认

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下一代显示

技术。除了拥有优秀的显示性能，

Micro-LED 还具备许多结构上

的运用优势，比如，可以实现高透

明度，做到无边框拼贴等。

该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深

天马 A 在公告中称，将把该项

目打造成为全行业领先的 Mi-

cro-LED 技术创新研发平台、产

品应用开发平台及全行业开放

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同时联

合终端客户、科研院所、产业链

上下游厂商，借此打通产学研

用各环节，加快实现从 Mi-

cro-LED 显示基础、系统集成到

应用的全链条工程技术突破，

加快实现 Micro-LED 技术商业

化落地。

记者从火炬高新区了解到，

天马显示科技在厦累计投资总额

已达 1000 亿元。天马于 2011 年

落户厦门火炬高新区，经过 11 年

的发展，目前已拥有第 5.5 代及

第 6 代两条满产满销的 LTPS 产

线。未来，天马将继续在厦布局产

业和前瞻性技术研发，发挥龙头

企业作用，牵引带动配套企业集

聚厦门，推动强链延链补链，助力

厦门打造新型显示产业高地。

（刘艳）

投资其他金砖国家可获补助
厦门修订出台对外投资合作项目扶持新政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厦门位居全省第一

天马新型显示项目落户厦门
总投资 11亿元，有望成为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研发平台

翔安大桥咽喉部位完成浇筑
8 月底主体实现全线贯通

翔安大桥是福建

省“六纵十横”规划高

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主线全长 12.371

公里，跨海桥梁长 4.5 公

里。预计将于 2023 年

底全面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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