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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市民授予范围扩大
《厦门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

法》（以下简称《授予办法》）自

1996 年颁布施行以来，截至 2018

年，共评授十批 231 位对厦门市经

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和对外交往

作出突出贡献的港澳台同胞、华侨

和外国人士为“厦门市荣誉市民”，

涵盖 22 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这

些荣誉市民在促进厦门市对外交

流合作、招商引资等推动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

得良好带动示范效应，促使更多境

外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关注厦门发

展、投身厦门建设。

2021 年 8 月，厦门市人大常

委会对《授予办法》作了修正，最大

的变化，就是扩大了荣誉市民的授

予范围，“非本市户籍的其他国内

人士”对厦门市有突出贡献的，也

可授予荣誉市民。市侨办负责同志

在介绍本次荣誉市民评授工作时

介绍，此前的授予对象主要限于港

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士，法规修

正后，充分体现厦门市的包容性、

开放性，荣誉市民授予对象范围不

受国籍、地域及领域限制，目的是

要调动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积极性，

进一步激发他们对厦门市的建设

和投资热情，促进厦门市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以法治力量为厦门聚

天下英才。

他们是厦门人熟悉的老朋友
此次通过的第十一批厦门市

荣誉市民，其中两位非厦门户籍，

来自国内其他城市，但对厦门有突

出贡献。对于厦门人来说，他们一

点都不陌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

朋友———钟南山和郑小瑛。这是厦

门首次将非本市户籍的其他国内

人士评授为荣誉市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始终

心系家乡厦门的发展建设，其父母

均是厦门人。长期以来，钟南山致

力推动厦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带动提升了厦门呼吸医学科的诊

疗水平，为广大呼吸病患者带来福

音。国内首个以他命名的“钟南山

院士名医工作室”落户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4 年来，他和团队成

员定期到医院开展查房，指导疑难

重症患者诊治和学科发展。中山医

院 8 个呼吸亚专科迅速崛起，微创

介入新技术“遍地开花”，尤其是高

难度气管镜、胸腔镜复杂手术屡有

突破。

著名指挥家郑小瑛也对厦门

爱得深切。25 年前应厦门之邀前

来，组建起中国第一个“公助民办”

性质的厦门爱乐乐团。任职厦门爱

乐的 15 年里，她与 500 多位优秀

音乐家合作，为市民奉上 1000 多

场音乐会，推动中国原创作品《土

楼回响》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

一金奖。12 年前，郑小瑛歌剧艺术

中心在厦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民办

非营利的能独立完成歌剧制作的

歌剧人才机构，荣获多项国家级大

奖。已 93 岁高龄的郑小瑛，仍活跃

在舞台上，她想“让歌剧贴近大众，

让大众走进歌剧”，推动西方经典

歌剧“洋戏中唱”。

他们都为厦门作出突出贡献
最新授予的这 10位荣誉市民，

都为厦门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并具

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有的在促进海

峡两岸交流和厦台经济融合发展方

面贡献突出，有的为厦门招商引资、

直接投资、开拓市场作出突出贡献，

有的积极为厦门发展科学、教育、文

化、卫生和体育事业，有的积极为厦

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高层次人

才，促进厦门高新技术发展。

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因在

弘扬嘉庚精神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被授予厦门市荣誉市民。20 多年

来，他多次组织联络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陈嘉庚后裔到家乡集美及祖

国各地参观，继承祖父遗志无私帮

助华侨博物院发展，将 1000 多件

个人珍藏的侨史文物和土生华人

文物资料捐赠给博物院，协助开展

口述历史工作，留下许多珍贵的华

侨故事。上世纪 90 年代起，他还密

切联系南侨机工后裔，走遍多地寻

访慰问健在的老机工，参与寻找档

案史料支持南侨机工史料的发掘

及研究，宣传南侨机工的抗战救国

精神。

这些荣誉市民中，有不少是高

层次人才。比如赵建辉，10 多年前

到厦门创业，成立瀚天天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如今已是全球第一大

碳化硅半导体纯外延晶片生产商，

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他带领团队开发出国际领

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

技术，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垄

断，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拥有近 30 年先进半导体制造行业

经验的黄军华，是厦门士兰集科微

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带着团队

仅用不到 4 年就实现了士兰在厦

门的第一条 12 吋生产线的建设和

量产，创下国内 12 吋晶圆厂建厂

快速上量的记录，同时带动了一大

批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企业先后

落地厦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荣誉市民

除了在各自领域用实际行动支持

厦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还乐

于承担社会责任，踊跃为厦门发展

献计献策，热心慈善事业，积极参

与扶贫济困。比如特步集团创始人

丁水波，带领特步累计捐赠物资超

5亿元，连续赞助 13 届厦门马拉松

赛；台商孙瑞鸿也身体力行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捐资助学和各种慈善

捐赠共计 1300 万元。

（詹文来源：厦门日报）

徜徉在厦门的大街小巷中，

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浓郁的咖啡味

儿，仔细嗅嗅，或许还有点鲜果的

甜香。近期，众乐乐咖啡艺术节、

厦门国际咖啡产业博览会、湾悦

城“骑妙厦门”等与咖啡相关的活

动陆续举办，果咖令不少消费者

眼前一亮。

果咖，顾名思义，是“鲜果 +

咖啡”的组合。今年 5 月，美团美

食联合咖门发布的《2022 中国现

制咖啡品类发展报告》显示：咖啡

在中国市场上有了本土化变动，

果咖赛道正式崛起，水果成为咖

啡的风味引导。

几个月前，以果咖为主打产

品的MJ cafe 登陆厦门。“一开始，

好奇心是不少消费者点单的驱动

力。后来，大家逐渐认可了这样的

搭配组合。”MJ cafe 运营经理陈

燕艺说，榴莲拿铁是店里的爆款

产品，根据水果时令特点，他们还

推出过油柑美式、芒果拿铁、牛油

果拿铁、柿子生椰拿铁等。

在第三方美食平台上可以看

到，凤梨、青椰、龙眼、葡萄、橄榄

等水果也纷纷牵手咖啡，形成产

品。果咖，正在悄然进入厦门人的

生活。

MJ cafe 创始人黄艺明则介

绍，许多人不喝咖啡是因为它有

苦味，鲜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这个问题。受“鲜果+茶饮”的

启发，他创新“鲜果 + 咖啡”形

式，“果咖既可以保留咖啡提神的

作用，还能保证消费者对于口感

的追求，可以视为咖啡‘入门级’

产品。”

有的果肉偏酸，有的味道呛，

它们要以什么形态、和什么类型

的咖啡搭档，才会受欢迎？黄艺明

坦言，新赛道也意味着新挑战。果

咖面市前，研发部门花了半年多

时间来打磨产品———苹果、梨、桃

子、油柑、甘蔗、荔枝等近百种水

果都被纳入“实验名单”；咖啡豆

买了二三十种，每种还有不同烘

焙程度；水果是用果泥、果粒还是

果汁……“试到最后，不少同事的

嘴巴都麻了。”黄艺明说。

《中国咖啡新浪潮———2022

中国咖啡产业发展报告》中写道，

2021 年中国咖啡行业市场规模

达 3817 亿元，同比增长 27.2%；

预计到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10000 亿元。

（罗子泓来源：厦门日报）

钟南山、郑小瑛、陈立人等 10人，被授予厦门市荣誉市民。12月 27日，厦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

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予第十一批厦门市荣誉市民的决定。

第十一批厦门市荣誉市民分别为：丁水波、王亚华、加埜智典、孙瑞鸿、陈立人、郑小瑛、施世杰、钟南

山、赵建辉、黄军华（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钟南山、郑小瑛来自中国其他城市，这是厦门首次将非厦门户籍的其他国内突出贡献人士评授为荣

誉市民。截至目前，厦门共评授荣誉市民十一批 241位。

果咖新赛道崛起
厦门不少商家尝鲜推出风味独特新品

144 家企业入选

厦门重点外贸企业名单

为打造良好的外贸

发展环境，培育更多有竞

争力的外贸主体，提升厦

门市外贸综合竞争力，经

企业申请、资格审核及网

上公示，近日，厦门市商

务局公布了 2022—2023

年度厦门市重点外贸企

业名单，共 144 家企业入

选。其中，龙头型企业 11

家、骨干型企业 69 家、中

坚型企业 64 家。

针对入选的 2022—

2023 年度厦门市重点外

贸企业，下一步，厦门市

商务局将协同各相关部

门对这些企业在出口信

用保险、开拓国际市场、

贸易便利化、政策性融资

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

力企业做大做强。

（叶子申来源：海西晨报）

厦门新会展中心

金属屋面全面封顶

12 月 28 日上午，厦

门新会展中心 40 万平方

米的金属屋面全面封顶。

“今年 10 月开始进行

金属屋面施工，颜色为‘闽

南古大厝’的砖红色和灰

色，整体有‘蓝海大厝’之

感。”厦门新会展中心-展

览中心 II标段项目副经理

饶武斌表示，项目已完成

金属屋面封顶，春节前将

完成整体地下室全面封

顶。

该项目位于翔安区

体育会展新城片区，由展

览中心、会议中心、会展

酒店等组成，总用地面积

84.6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115.92 万平方米，定位

为国际大型展览中心。

项目建成后，将助力

构建岛内外均衡发展的

会展产业生态圈，大力提

升厦门市会展业国际化、

高端化、专业化水平，有

力推动厦门市“双千亿”

工作发展及旅游会展千

亿产业做大做强，致力打

造厦门新的城市中心。

（曾嫣艳来源：厦门日报）

近日，厦门市建设局

印发《关于试行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网签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在

厦门全面开展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网签试行工作。

根据《通知》，自发文

之日起，厦门市发布招标

公告或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应按

《通知》试行，试行期一年。

据悉，此举旨在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

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精神，进一步提升招标投

标全流程电子化水平，推

动建筑行业持续向数值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通知》鼓励厦门市依

法招标的建设工程施工项

目通过厦门市建设工程电

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完成合

同签订工作。后续还将进

一步拓展交易平台功能，

逐步实现在交易平台上发

起价款结算申请、手续费

支付申请等事项，优化完

善基于“互联网 +”的标后

监管体系，努力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

营商环境。

（袁舒琪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试行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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