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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7

月 21 日上午，中共厦门市委

举行政党专题协商座谈会，就

“以科技创新支撑厦门未来产

业发展”，听取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

议，广泛凝聚智慧力量，推动

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崔永辉

主持并讲话。

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市委、

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

发言，大家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发展氢能与储能、构建元宇宙示

范场景、打造创新联合体、建设海

洋生物基因库等方面，提出许多

真知灼见。

崔永辉说，大家发言聚焦协

商主题，紧扣厦门实际，坚持问题

导向，小切口、深思考，创新思路、

改革破难，提出的建议目标明确、

路径清晰、措施可操作性强，是市

委、市政府科学谋划未来产业的

重要参考。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

研究、充分采纳。

崔永辉结合厦门今年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阐述了布局

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城市和产业发展也是如此。面

对疫情持续影响，今年以来，厦

门早谋划、早部署、早实施，主

动应对、精准施策，出台落实了

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影响，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向纵深推进。发展未来产

业，是厦门着眼长远发展、培育

新动能的内在要求，是勇担历

史责任、创造发展机遇的具体

行动。要把发展未来产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应急与

谋远相结合，依靠改革、依靠创

新，系统谋划、强力推动，全力

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未来竞争。

崔永辉表示，希望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始终与

中共厦门市委同心同德，发挥优

势、高效履职，以协商未来产业发

展为契机，为厦门科技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智慧力量。

希望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弘扬

“快、优、实”工作作风，展现昂扬

面貌。中共厦门市委将一如既往

支持大家开展工作，为大家充分

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推动厦

门多党合作事业不断迈上新台

阶。

市领导黄晓舟、王雪敏、连坤

明出席座谈会。 （蔡镇金）

本报讯 7 月 17 日至 20 日，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

敏带队组织各民主党派市委、市

工商联领导一行赴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学习调研，其间，王雪敏与各

民主党派市委主委开展谈心活

动。

此次调研旨在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开

展“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

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强化厦

门党外人士思想政治教育，为厦

门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凝聚统一战线力

量，推动厦门新型政党制度的厦

门实践不断完善发展，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程

明、黄世忠、吴丽冰、张志红、孙少

锋、肖文华、李冬敏等民主党派市

委、市工商联领导，以及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陈永东、陈宏参加了学

习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东北烈士

纪念馆，重温争取民族独立与解

放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学

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

事迹，接受革命历史教育；调研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和机器人

研究所，学习产学研创先进经验；

走访了哈尔滨闽南商会，对在哈

闽南籍企业家带去家乡问候，详

细了解他们在哈工作生活情况；

调研了哈尔滨九洲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啤酒有限

公司、和鑫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并召开座谈会。

7月 19 日，调研组一行拜会

了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

书记张安顺，并座谈交流。座谈会

上，张安顺同志对调研组一行来

哈调研考察表示欢迎，介绍了哈

尔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

示，厦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萌发地、实践地，希望哈尔滨、厦

门两地加强沟通交流，增进互相

了解，拓展合作空间，实现优势互

补，携手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王雪敏表示，哈尔滨市近几年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值得厦门

学习借鉴，哈尔滨核心优势明显、

发展势头良好、未来精彩可期。未

来厦门将积极搭建对接平台，在

引荐民营企业、推动产业发展等

方面推进两地对接合作，实现双

向赋能、共赢发展，并诚挚邀请哈

尔滨市党政代表团到厦门考察调

研，传经送宝。

本报讯近日，由厦门市

委统战部、集美学校委员会

主办的“传承嘉庚精神弘扬

时代价值”征文活动正在火

热进行中，许多厦门市民、海

外侨胞等纷纷通过征文投

稿、课题研究和理论研讨等

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来，讲述

他们心中“嘉庚精神”的时代

价值。

“嘉庚精神”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伟大民

族精神的光辉典范，具有穿

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为大力

传承弘扬“嘉庚精神”，深入

理解、挖掘、赋予“嘉庚精神”

更多的时代价值，让“嘉庚精

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市委

统战部组织开展了“弘扬嘉

庚精神时代价值”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面向全社会，通

过组织理论课题研究、开展

主题征文、录制电视访谈节

目和举行座谈会等方式，大

力弘扬“嘉庚精神”的时代价

值。活动广泛发动专家学者、

社会公众、海外华侨华人共

同参与，既通过理论研究归

纳提炼嘉庚精神时代价值的

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也通

过各类活动深入引导社会各

界人士及广大海外侨胞和台

港澳同胞争当“陈嘉庚式”的

爱国人士、实业人士、公益人

士，让弘扬“嘉庚精神”的时

代价值成为全社会新风尚。

厦门市委统战部将以开

展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展

现嘉庚精神时代价值“新魅

力”，持续擦亮嘉庚精神时代

价值“金名片”，为服务高质

量发展贡献更多统战力量。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2022 年度全省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领域创新企业名单出炉，全

省共 316 家企业入选，其中厦门

共 113 家企业入选，超过三分之

一，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集微科技有限公司、航

天思尔特、恒坤新材料、汉印电

子等均榜上有名。

此次评选旨在加快建设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深

入实施数字经济企业培优扶强

专项行动，加快培育形成未来领

军型创新企业，促进福建数字经

济做大做强做优。

近年来，厦门始终以发展数

字经济为主线，扎实推动先进制

造业与软件信息服务业齐头并

进、融合发展。当前，厦门数字经

济产业已经覆盖了从基础到应

用，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领域，形

成较为完整的产业图谱。今年，

数字厦门建设将数据汇聚共享

和开发利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围绕智治、兴业、惠民三大方向，

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建设。

尤其在数字经济领域，今

年厦门致力于促进融合融通，

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能

级，实施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工

程，支持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创

新平台建设，培育 30 家市级以

上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加

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开展数字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智能制造

集成商、云服务提供商征集遴

选，形成资源池；打造一批数字

化转型服务平台，实施平台赋

能行动，优化升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制造业

数字化产教融合平台建设。

（李晓平刘澄璐）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根据 7 月 22 日发布的

“2021-2022 年度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厦门

自贸片区成绩抢眼，位列全国

第五。在这一榜单中，厦门自贸

片区已连续两年排名前五。

制度创新指数主要围绕

“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

化”“投资自由化”“金融改革

与创新”“法治化环境”五大

维度开展系统性评估，今年

还引入了智能评估系统，使

指数评估更具客观性。根据

指数得分结果，前海、南沙、

上海（浦东）、上海（临港）、厦

门、天津、成都、北京、武汉、

重庆进入全国前十名。

据了解，中国自由贸易试

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由中山大

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组织编

写发布。这项成果作为总结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经验与进

一步分析改革方向的系统性

研究，旨在为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政策的落地与创新方向

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

的核心工作。厦门自贸片区自

2015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制

度创新与功能培育相结合，发

挥改革先导和突破作用，推出

“一照一码”等一批首创性强、

特色鲜明的创新举措，扎实有

力地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截至目前，厦门自贸片区

累计推出创新举措 513 项，其

中全国首创 111 项，5 个经典

案例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最

佳实践案例。

（吴晓菁周莹洪晓东）

中共厦门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举行政党协商座谈会崔永辉主持并讲话

厦门举办系列活动
弘扬“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

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出炉
厦门自贸片区高居全国第五

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领域创新企业名单出炉
113 家厦企入选 占比超三分之一

近年来，厦门始终以发展数字经济为主线，扎实推动先进制造业与软件信

息服务业齐头并进、融合发展。

厦门市欧美同学会

首个海归专家乡村振兴工作站挂牌成立

中新（厦门）膜与石墨烯产业

研究院在厦成立

李冠华：

嘉庚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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