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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在全市抓招商、促发

展的浓厚氛围下，又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落户厦门。8 月 27 日，火

炬集团举行招商及合作项目签约

大会，共有 22 个项目签约，计划

总投资 298 亿元，涉及智能制造、

电力电器、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

域，预计达产后产值超 562 亿元。

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性强

是此次签约项目的主要特点。招

商引资中聚焦“三高”企业发展，

如国内活塞环及类金刚石纳米涂

层技术领先企业东亚机械，计划

在厦门投资建设纳米涂层产业

园；国内三维无损激光检测行业

龙头企业思泰克计划在厦门投资

建设产业园；全球第二大手机镜

头供应商玉晶光电，将在厦增资

扩产建设大光圈高感光(7P)手机

镜头智能化生产项目。签约项目

不仅将强壮厦门实体经济产业筋

骨，也有助于提升厦门智能制造

水平。

在招大引强的同时，重要招

商载体建设同步推进。位于环东

海域的美峰科创公园 6 号楼计划

本月底封顶，将成为环东海域片

区的地标性建筑。在火炬高新区

管委会、同安区政府、环东海域新

城指挥部等部门的支持下，火炬

集团积极落实产业招商载体建设

任务，加快形成协同联动机制，推

动美峰科创公园建设进度全面提

速。

记者获悉，为完善产业配套，

形成更大的招商项目空间承载能

力，火炬集团正加速开发 100 多

万平方米新一代产业载体及配套

项目，计划于 2020 年全部投入使

用，带动形成更大的产业吸附和

聚集效应。8 月份火炬集团项目

建设快马加鞭，捷报频传———同

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同安片区布

塘再生水处理站已于 8 月 21 日

实现通水；中航锂电场平工程于

8 月 8 日开工建设；火炬同翔通

用厂房于 8 月 19 日完成预验收；

火炬(翔安)产业区八方通用厂房

12 号楼计划本月底封顶……这

些项目将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条

件。

自 4 月 29 日全市招商大会

召开以来，火炬集团开展“百日攻

坚”行动，以高标准、大力度、全方

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聚焦要素

保障，精准招大商、招好商，为厦

门经济高质量发展集聚动能。

2019 年以来，火炬集团累计推动

60 个招商项目落地，新增招商引

资额 44.27 亿元，招商项目及自

身投资建设固投达 27.1 亿元，落

地招商项目产值达 18.7 亿元，在

谈拟落地招商项目 69 个。

（林露虹）

本报讯 以促进双向投资和国

际资本与项目融合为目的的 2019

厦门国际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

会(简称“厦洽会”)将于 9 月 8 日在

厦门启幕。厦门市副市长韩景义指

出，大会将全力打造双向投资促进

平台、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和投资趋

势研讨平台。

8 月 22 日下午，厦洽会新闻发

布会在福州市举办。韩景义说，厦

洽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将策

划举办包括国际投资论坛、丝路海

运国际合作论坛在内的论坛研讨会

近百场；推出 3 万多个优质项目、组

织 3000 多场次的项目对接和商务

洽谈活动。

目前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踊

跃。韩景义介绍，塞尔维亚、俄罗斯、

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

确定参展，参展企业超过 1500 家；

预计将有来自 1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万多名客商、3000 多家企业参

会。其中跨国公司及世界 500 强企

业超过 100 家，包括可口可乐、西门

子、杜邦、施耐德电气、如新、路易达

孚等。

厦洽会致力于打造权威政策信

息发布平台。韩景义说，国际经济组

织、全国性商协会以及知名研究机

构、媒体机构等将有20多个权威报

告通过厦洽会的平台进行发布。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继续发布《世界

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投资协会将

发布《绿色发展创新样本》，中国国际

投资促进会将发布《中国对外开放

40年吸收外资情况及展望报告》，中

国企业联合会将发布《2019 特色小

镇发展趋势报告》等。 （龙敏）

本报讯 作为中国首个以航运

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

服务平台，开行近 8 个月的福建“丝

路海运”架起了一条条连接世界的

经贸合作通道。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志

平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丝路

海运”去年 12 月率先在厦门港开行

以来，已有超过 100 家港航物流企

业加盟助阵，命名航线逾 50 条，连

接着福建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众多港口。

近年来，福建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持续促进互联互通，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走

深走实。

在厦门，中欧班列开行，开启了

又一条中国与欧洲的陆上铁路联运

大通道，推进了海陆“丝路”的无缝

对接与延伸，“丝路海运”与“中欧班

列”有机衔接的国际贸易大通道基

本形成。

自 2015 年 8 月开行以来，从厦

门驶出的中欧班列稳定运行，在至

汉堡、阿拉木图、莫斯科的三条班列

之外，又开通了直达布达佩斯班列，

还进一步拓展台湾、东南亚地区货

源。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8 年中

欧(厦门)班列累计开行 176 列，运

送货物 14714 标箱，货值 5 亿美元。

如今，从厦门机场飞往世界各

地的境外航线约 40 条，其中通达欧

洲、北美洲、大洋洲的洲际航线达

10 条。厦门初步构建起覆盖欧洲、

北美洲、大洋洲，联结东南亚、东北

亚及港澳台地区，具有较高全球通

达性的国际航空中转枢纽。

来自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

显示，目前，厦门旅客联程国际中转

量已名列中国内地第五位，其中国

际转国际位居内地第四位，成为中

国主要国际中转城市之一。

目前，福建已拥有厦门、福州、

晋江、武夷山等多个机场，开通了一

条条连接世界的空中“丝路”。厦门

高崎国际机场也跻身中国东南沿海

重要区域性航空枢纽、中国十二大

干线机场之一。

由于地形多山，福建过去交通

落后，是一个极为封闭的省份。近年

来，海陆空“丝路”紧密交织，令福建

与世界各地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

合作更加紧密。

福建现实施“丝路海运”“丝路

飞翔”工程，优化中欧(厦门)班列运

行线路，推动与东盟国家的信息走

廊建设，开通“海丝”卫星数据服务

中心，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共商共建的国际经贸合作新

平台、新引擎。

已获准建设的厦门翔安新机

场，以中国重要国际机场、区域性枢

纽机场、国际货运口岸机场和两岸

交流门户机场为定位，首期有望在

2023 年前落成，吞吐量超过 4500

万人次，成为中国最大单体航站楼

之一。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洪本祝

说，这相当于首都国际机场的水平，

将提升福建走向世界的国际化程

度。

乘“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福

建这个古老的“海丝”重要始发地，

焕发出新活力。有返乡的海外侨胞

感叹，福建离世界越来越近。

（杨伏山）

位于环东海域的美峰科创公园 6号楼计划 8月底封顶，将成为环东海域

片区的地标性建筑

境内外客商参展参会踊跃

海陆空“丝路”密织 福建离世界越来越近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9月厦门举办
港澳图书将首次联展

本报讯第十五届海峡

两岸图书交易会将于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福建厦门

举办。海峡两岸图书交易

会组委会 22 日在厦门召

开媒体通气会宣布，本次

交易会将首次举办港澳图

书联展。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组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陈章志表示，本次交易会

首次邀请港澳出版机构参

展，将展出 20 余家港澳出

版单位的新近出版品，结

合现场展销的大陆版图书

与台版图书，形成中文出

版联动效应，促进中文出

版交流与销售，为图书馆

和读者提供更为丰富多样

的图书资源。

据介绍，此届交易会

展馆总面积 34500 平方

米，其中主展馆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 13500 平方米，

展位 600 个，场馆规模比

2017 年扩大 70%。截至目

前，大陆参展出版社约 320

家，台湾参展书商约 200

家。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

一“社”一“书”征集展示、

台湾学术典籍联展、名家

签名书联展、童书绘本联

展等活动，同期举办近 30

场两岸作家签售讲座。

据悉，海峡两岸图书

交易会自 2005 年 7 月创

办以来，已在厦门、台湾轮

换举办了 14 届，参展的两

岸图书累计达 900 余万

册，实现图书采购 4.6 亿元

人民币，达成版权贸易等

业务合作 2630 项。

（黄咏绸）

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规划出炉
以“影视 +”助推千亿产业链建设
本报讯 为推动厦门

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近

日，《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规

划 (2019 年—2025 年)》出

炉。据悉，这一规划提出要

打造全国一流的影视拍摄

基地、全国领先的网络视

听产业基地、全国前沿的

影视产品交易平台、两岸

影视产业合作交流试验

区、国际知名的影视节展

中心，力争到 2025 年，将

厦门打造成新时代中国影

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城市。

围绕这一目标，厦门

明确了三项重点任务，包

括要拓展产业链条，围绕

影视拍摄，不断向两端延

伸产业链条，拓展影视剧

本创作、衍生品开发等产

业链布局；要驱动产业融

合，以“影视 +”助推厦门

软件和信息服务、文化创

意等千亿产业链建设；要

明晰产业布局，在全市形

成“一核、多基地、全域影

城”产业布局。 （叶子申）

厦门市委统战部组织

慰问困难归侨子女

侨商曹德旺：

“拯救”美国工厂？

厦门出台 16条举措

推动自贸片区

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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