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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

“唯有奏响抓招商促发展的最

强音，才能在新征程中激发发

展新动能、跑出发展新速度、

拼出发展新格局。”4 月 29日

上午，厦门市招商大会举行，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胡昌升出席讲话，并为厦门市

投资顾问颁发聘书。

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庄

稼汉主持大会。市领导陈家

东、张健、陈秋雄等出席大会。

胡昌升表示，厦门经济特

区肩负着重大使命，抓招商促

发展正当时、刻不容缓。回望

走过的路，抓招商促发展是厦

门经济特区 40年建设发展的

成功经验；比较别人的路，抓

招商促发展是先进城市快速

崛起的制胜之道；远眺前行的

路，抓招商促发展是厦门赢得

未来的战略选择。

胡昌升说，厦门是投资

兴业的热土，是企业发展的

福地。厦门自古是通商裕国

的口岸，更是新时代创新创

业创造的舞台，这里商机无

限、前景可期。厦门是改革开

放的先行区，是开放的高地，

是创新的摇篮，是“一带一

路”的战略支点，是台胞台企

登陆的第一家园；厦门是现

代产业的聚集地，着力打造

12 条千亿产业链群，形成了

光电、软件、生物与新医药、

电力电器、钨材料、视听通信

等六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厦

门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领跑

者，去年 8 月在国家发改委

首次公布的全国营商环境试

评价中名列第二，在今年普

华永道和中国发展基金会联

合出版的研究报告中营商环

境居副省级城市第一；厦门

是宜居宜业的和谐家园，是

一座人们来了就很想在这儿

安家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

里交融荟萃，人与自然在这

里和谐共生，幸福生活在这

里精彩绽放；厦门是企业家

成长的沃土，厦门企业家不

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

更为可贵的是塑造了“爱国

爱乡、开拓创新、诚实守信”

的商道精神，这是推动厦门

发展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

胡昌升表示，精心精准

精细，全面提升招商的质量

和水平。精心，就是用心推出

招商项目，用心关注企业投

资动向，用心回应客商的所

需所虑；精准，就是瞄准重点

目标企业和项目，找准对接

洽谈渠道，精准制定个性化

招商政策和服务举措；精细，

就是周到细致做好全程服务

保障，努力为客商提供便捷、

高效的贴心服务。

胡昌升表示，强化全要

素保障，为项目落地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我们将把要素

保障作为“优先工程”，为项

目招商提供全要素服务保

障，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

聚焦创新发展体系建设，聚

焦人才服务保障，聚焦空间

资源保障。

胡昌升表示，倾情倾智

倾力，凝聚抓招商促发展的

强大合力。我们会倾情作为，

让努力成为一种习惯，始终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最大

限度激发招商引资潜能；我

们会倾智保障，争做招商的

行家里手；我们会倾力担当，

敢于“跳起来摘桃子”。

胡昌升强调，人人都是

城市形象，处处都是投资环

境。抓招商促发展是实现厦

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

要，我们要把招商引资作为

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从自

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建招

商环境，共享发展成果。

（王绍亮 陈立新）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4

月 28 日下午，福建省委常

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市

长庄稼汉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会见了前来参加厦门市招商大

会的部分嘉宾和客商代表。

胡昌升、庄稼汉代表市

委、市政府对各位企业家应邀

莅会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胡昌升说，厦门召开这次

大规模招商会议，目的是向境

内外客商展现厦门对外开放

的形象，凝聚各方合力，以招

商引资的大突破实现经济发

展的“弯道超车”。他表示，厦

门在全国战略全局中具有特

殊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关心关注厦门的发展，对厦

门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党中央始终大力支持福建、厦

门发展，省委省政府殷切希望

厦门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鼓励

厦门做强做大。当前，厦门正

围绕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全面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高端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

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构建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实现发展

提速增效，把经济特区建设得

更快更好。

“欢迎大家来投资，厦门

准备好了！”胡昌升向嘉宾和

客商们发出诚挚邀请，期待各

位企业家把情感、眼光倾注在

厦门这片发展的热土上，与厦

门携手并肩，共享机遇，共赢

发展，共创未来。

庄稼汉向嘉宾和客商介

绍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以及投资环境和发展优势。他

表示，厦门营商环境、城市综

合信用指数、政府信息透明度

指数、公共服务水平等，均位

居全国城市前列，招商引资优

势凸显，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蕴含无限商机。希望更多的企

业家到厦门参观考察和投资

兴业，厦门一定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为企业在厦门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实现共同发展、互

利共赢。

与会嘉宾和客商代表分

别介绍了各自企业或商协会

在中国、在厦门的发展情况和

未来投资的方向、重点，表达

了对厦门发展的信心和对厦

门未来的期许，以及乐意为厦

门招商引资工作牵线搭桥、贡

献力量的意愿。他们还对厦门

招商引资、营商环境、重点产业

发展等提出建议，并表示将把握

厦门发展机遇，持续关注、积极

参与厦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

实现企业与厦门的共赢发展。

市领导陈秋雄、黄强、李辉

跃、韩景义参加会见。（蓝碧霞）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

招商引资奖励政策，充分调动社

会各界人士参与招商引资工作的

积极性，吸引更多优质投资项目

落户厦门，根据市委、市政府部

署，厦门遵循“可量化、好算账、能

落地、易操作”的原则，出台了《厦

门市招商中介机构及项目引荐人

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重

磅奖励招商中介及项目引荐人。

鼓励委托中介招商

拓展招商渠道
据商务局介绍，在鼓励中介

招商方面，《办法》扩大了中介招

商的主体，鼓励市直各相关部门

和各区、开发区、指挥部，委托中

介机构进行招商，拓展招商渠道

和项目信息来源、策划组织招商

推介活动等，提高招商引资成效,

为各单位开展中介招商提供相对

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且，招商中介

机构如成功促成项目落户厦门

的，也可申请项目引荐人奖励。

对项目信息引荐人

和项目推动引荐人

进行分类奖励
《办法》对项目引荐人实行分

类奖励，分为项目信息引荐人和

项目推动引荐人两类。对项目信

息引荐人这一奖励对象，符合奖

励条件的，给予其一次性信息奖

励费 10 万元人民币;在项目落户

过程中起到实质推动作用并获得

投资方认可的项目推动引荐人，

每个引荐项目奖励金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奖励选择方式

多维度，可选择三种奖励方式，比

其他省、市类似奖励办法单一的

奖励方式有较大的灵活性。

若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奖

励方式，项目公司四年内在厦门

投入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的，按 5‰给予奖励。

若选择实缴注册资本作为奖

励方式，项目公司四年内，内资项

目的厦门市域外实缴注册资本不

低于 2 亿元人民币，外资项目的

外方投资者实缴注册资本不低

于 3000 万美元，按照实缴注册

资本 5‰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

超过引荐项目公司自工商登记

之日至奖励申请日为止实际缴

入本市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

方留成总额。

若选择对地方经济贡献作为

奖励方式，项目公司四年内对地

方经济贡献不低于 2000 万元，按

照地方经济贡献的 6%给予奖励。

重点产业重点鼓励

累计叠加奖励

最高达 320 万元
对项目推动引荐人成功引

进近三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

国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台湾地区百大企业、中

央企业、境内上市公司或行业龙

头等知名企业或由其控股公司

投资符合《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

指导目录》的项目，除按上述奖

励标准给予奖励外，再一次性给

予 20 万元人民币叠加奖励。

这也意味着，《办法》对符合

叠加奖励条件的单个项目最高奖

励金额可达 320 万元。 （崔昊）

胡昌升：精心精准精细全面提升招商质量水平

“欢迎大家来投资，厦门准备好了！”
胡昌升庄稼汉会见厦门市招商大会嘉宾和客商代表

厦门推出招商新政 将重奖招商中介及项目引荐人

部分企业家代表分享

在厦发展经验和体会

市委统战部组织

厦门市招商大会

嘉宾参访产业园

厦门重点招商片区等您来

17位企业家
受聘为厦门投资顾问
本报讯 4 月 29 日上午，在厦门市招商

大会上，17 位企业家受聘为厦门投资顾

问。据悉，今后厦门还将从不同行业领域，

聘请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熟悉产业政策、

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企业家和知名人士，

助力招引海内外高端项目和高层次人才。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

为受聘的投资顾问颁发聘书。市长庄稼汉

宣读了受聘企业家名单。

厦门市投资顾问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世忠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亚玛芬集团董事会主席
●于曰江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诚达集团董事长
●江朝瑞
宸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荣茂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许健康
澳门福建同乡会总会长、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一鸣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陆正耀
神州优车董事长兼 CEO、
神州租车董事局主席、瑞幸咖啡董事长

●陈宏良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龙安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禹洲集团董事长

●林腾蛟
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
阳光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松本元春

日本电气硝子株式会社社长
●罗敏
趣店集团创始人兼 CEO
●赵伟国

紫光集团董事长、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希平
厦门市工商联主席、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加迪

旅匈福建总商会荣誉会长、
中国三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黄长庚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陈宏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蓝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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