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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福州电 第六届世界

闽商大会将于 6 月 18 日在福州

举行，大会将举行 30 个重大产业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并发布《闽商

蓝皮书》。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 5 月 1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第六届

世界闽商大会的筹备情况。据了

解，本届大会以“凝心凝智凝力，

创新创业创造”为主题，预计将有

1800多位闽商参会。

大会期间，将先后举办民营

企业招商推介洽谈会、闽商代表

座谈会、开幕式、闽商发展高峰

论坛等活动。其中，开幕式将于

6 月 18 日举行，会上将对福建省

100 名非公有制经济优秀建设者

进行表彰，并举行 30 个重大产

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以及《闽

商蓝皮书》《闽商之歌》首发仪式

等。

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臧杰斌说，本届世界闽商大

会突出福建特色，着力凝心凝智

凝力，推动创新创业创造，弘扬闽

商文化。“大会不仅邀请了许多新

面孔参加，还汇聚了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5G商用等一批新

产业新业态。同时，通过招商推介

和项目签约，大会也将更大程度

地体现新作为。”

据了解，世界闽商大会每三

年举办一次，现已成为弘扬闽商

精神、汇聚闽商力量、促进对外开

放、推进福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平台。 （蒋巧玲）

5月 21 日上午，厦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绍

清带领市人大执法检查组

就厦门 2018 年涉侨法律法

规执法检查审议意见落实

情况开展跟踪检查。厦门

市政府副市长韩景义，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

主任何秀珍等出席会议。市

科技局、市住房局、市财政

局、市出入境管理局、市留

学人员管理中心等相关部

门代表陪同参加。市人大侨

外委主任委员邹炳明主持。

本报讯 5 月 20日下午，厦门

市现代服务业招商座谈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召开，航空服务、生物医

药、航运物流、医疗卫生等一批现

代服务业项目签约落地，预计投

资金额达 420.2 亿元。

这是今年 4 月全市招商大会

后首批签约落户的现代服务业项

目，是厦门抓招商、促发展的又一

次重大行动，将为厦门市服务业

加速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和有力

支撑。

座谈中，知名企业、投资机

构等近 150 名企业家出席，企业

家代表结合业务发展实际，为厦

门营商环境发展建言献策，尤其

针对如何对标一流，提升厦门市

现代服务业投资环境、优化政府

服务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建

议。

近几年来，厦门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发展，始终

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厦门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

提升。2014年，厦门被列为全国现

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厦门市

财政支持机制、城市末端物流配

送模式、家政服务自营平台模式

等多项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典型

经验获全国推广。

本次签约活动，现代服务业

招商组共有签约成果项目 72

个，签约总金额 420.2 亿元，现场

签约 38 个项目，签约总金额

309.5 亿元。其中，引进了一批大

型企业和独角兽和一批提升民

生幸福指数的现代服务业项目

落地厦门。

招商引资是厦门市转型发展

的“生命线”，厦门市现代服务业

招商组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精

准对接、详细摸排，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土地审批、融资、用工等

问题，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全力

为企业提供一流服务。同时，也

希望各位企业家大力践行企业

家精神，着力提升企业实力，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以商

招商”作用，努力为厦门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夏菁）

本报讯 日前，厦门市青

年企业家联合会成立并召开

第一次会员大会。厦门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何秀珍，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

联（总商会）党组书记陈永

东，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局有

关领导等出席会议。

何秀珍代表市委统战部

向市青企联的成立表示祝

贺，她在致辞中勉励青年会

员继承老一代企业家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听党话、

跟党走，坚守实业、专注主

业，担当起推进改革、引领

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重任。

作为市工商联直属商

会，市青企联广泛吸收自主

创业青年、民营企业接班人、

在厦台港澳青年企业家等年

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现有会员 180 名，平均年龄

33 岁，将成为青年创业者学

习、交流和发展的又一个重

要平台，为厦门打造高素质

的创新创业之城再添新动

能。

本报讯据厦门市委统战

部消息，近日，2019 年厦门市

确认共有 39 名“三侨生”(归

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

内的子女) 享受高考加分政

策。

厦门市委统战部侨政综

合处负责人介绍，2019 年厦

门市“三侨生”享受高考加分

政策身份认定工作于 4月 28

日开始，5 月 10 日结束。根据

福建省侨办、省教育厅《关于

做好“三侨生”升学照顾身份

证明书出具及审核工作的通

知》和《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

于做好 2019 年普通高考录

取照顾资格申报及审核工作

的通知》，厦门市委统战部于

4月下旬在“中共厦门市委统

一战线”网站和《鹭风报》公

众号发布通知，向社会公告

“三侨生”证明办理的条件、

程序、材料等，这是机构改革

后市委统战部首次负责接续

该项工作。

经审核，今年共出具参

加高考“三侨生”身份证明书

39 份，其中归侨 1人，归侨子

女 22人，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16 人，总人数同比增长 56%。

本报讯农业产业化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厦门不断加

大力度对本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进行扶持。市农业农村局近日

完成公示，将有 29 家农业龙头企

业获得共计 1128 万元的补贴和

奖励。

厦门共有 44 家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553 亿元，同比增长 13%。在

2019 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00 强评选中，厦门企业占据 6

席，数量居全省第一。厦门农业

企业屡创佳绩，与政府部门的大

力扶持密不可分。今年，厦门继

续扩大扶持力度，积极鼓励农业

龙头企业进行科研创新、产能升

级，以多种形式对企业发展进行

补贴和奖励。此次公布的 29 家

企业分别获得扩产增投补助、品

牌建设补助、订单农业贷款贴息

和奖励。从公示名单来看，厦门

银祥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

将获得最高 60 万元的补助，其

中多数为订单农业和扩产增投

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 6 家企

业因成绩突出将直接获得奖励。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

安井食品上市，厦门清雅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将

分别获得一次性 20 万元的奖

励。厦门市振坤记养殖有限公

司、厦门宏祥食品有限公司、厦

门市利泰盛食品冷冻有限公司

和厦门市顺意达食品冷冻有限

公司，因新获评市级龙头企业将

分别获得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

（林雯）

本报讯记者从厦门海关

获悉，今年 1-4 月厦门关区

进出口俄罗斯、巴西、印度和

南非的货物货值 154.2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5 %。其中自

金砖国家进口 72.5 亿元，同

比增长 18.3%；出口 81.7 亿

元，同比下降 4.6 %。

据统计，厦门关区进出

口金砖国家货物货值以印度

居首，达 43.2 亿元，占 28%。

巴西位居次席，为 41.4 亿元，

占 26.8%。俄罗斯和南非分别

为 30.8亿元和 38.9 亿元。从

金砖国家进口货物以农产

品、矿产品为主，出口货物以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

为主。 （郑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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