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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6 日，中共

厦门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政

党协商座谈会，协商主题为

“完善招商引资政策体系，

打造现代产业‘升级版’”。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胡昌升主持座

谈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秋雄，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文辉，

副市长李辉跃、韩景义出席。

座谈会上，国桂荣、陈

昌生、黄世忠、吴丽冰、王

焱、徐平东、黄培强、陈敏

伟、范清华、孙弘宇等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结合各自调

研情况，对我市完善招商引

资政策体系建言献策，就创

新招商方式、完善招商机

制、强化招商激励、精准产

业扶持、优化营商环境、妥

善处理好增量和存量、盘活

土地资源、加强人才保障等

相关政策举措和工作机制，

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

胡昌升表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从

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分析问

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真知灼

见，为市委提供了决策参

考，有利于市委市政府把厦

门发展之车拉得更快更好。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

之从”，市委要以开阔的胸

襟，谦虚倾听不同意见；“凡

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

恶”，党外人士应该勇毅担

当，敢于说真话、建诤言、献

良策。

胡昌升强调，一是要集

众智、汇众力，进一步凝聚加

快厦门发展的共识和合力。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要充分发挥智力密

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协

助市委更好地凝聚民心民

力，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成员

为新时代厦门改革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二是要明确

发展目标，为厦门发展积蓄

充足后劲。要聚焦厦门“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的

发展目标，用情感、用智慧、

用人脉资源，积极协助市委

做好在高端制造业、现代化

服务业、前沿科技等领域的

招商引资工作，为厦门招大

商、招优商，打造富有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要献

良策、建诤言，在全力抓招商

促发展中画出最大同心圆。

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继续当好市委

“智囊团”，围绕如何进一步

提振干部精气神、保持招商

引资良好态势、坚定企业发

展信心等问题建言献策，为

厦门加快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大的智慧和力量。

市委统战部、市委政研室、

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工信局

等部门领导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历经 4 年建设，

地铁 2 号线的脚步终于又

近了一大步！

7 月 12 日 9 时 16 分，

伴随着一声鸣笛，地铁 2 号

线列车从古地石站缓缓始

发，开启为期三个月的空载

“试运行”。

记者从厦门轨道交通

集团获悉，按计划，地铁 2

号线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试

运营，这意味着，厦门即将

迈入“双地铁时代”。地铁 2

号线起自海沧天竺山，终于

本岛东部五缘湾，线路全长

41.64 公里，设 32 座车站。

建设者成为首批“乘客”

12 日 8 时 30 分左右，

一列地铁 2 号线列车早早

停靠在古地石站内，等候着

它的首批“乘客”，乘客中有

不少是地铁 2 号线的建设

者。“看到地铁 2 号线能够

试运行，感到很自豪，我们 2

号线信号系统施工也已到

了收尾阶段。”唐共军是地

铁 2 号线信号施工单位的

项目总工，2 年前，他从北京

来到厦门，投入到地铁 2 号

线的信号系统建设中。此

次，他作为首批“乘客”之

一，坐上地铁 2 号线列车，

体验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跟随建设者的脚步，记

者也踏入地铁 2 号线的车

厢，映入眼帘的是 2 号线独

有的绿色主题色车厢，车厢

设施基本与地铁 1 号线无

异。9 时 16 分左右，列车缓

缓从古地石站始发，途经岭

兜、软件园二期、观音山、何

厝 4 个站，中途没有停靠，

总约耗时 11 分钟。乘坐感

受上，记者觉得比地铁 1 号

线运行更平稳。

“地铁 2 号线是以地铁

1 号线现场施工经验为基

础，从设计到施工各个环节

都做了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因此乘客的乘坐体验比较

好。”厦门轨道交通集团运

营分公司副总经理史小俊

介绍。

将有30列车投入“试运行”
“试运行”的正式启动，

标志着地铁 2 号线已进入

到运营筹备最紧张、最关键

的阶段。

也许市民会有疑问，

“试运行”和“试运营”仅一

字之差，到底有何区别？实

际上，“试运行”是指正式载

客试运营之前的空载运行

验证阶段，是保证地铁开通

运营的重要环节。在此期

间，相关部门需开展轮轨关

系、弓网关系、信号测试等

系统联动测试，以及运营演

练、20 天“跑图”等运营准备

工作。

史小俊说，通过空载

“试运行”，让各个系统环节

逐渐完善，它是对行车设备

系统稳定性、可靠性、安全

性、运营组织管理、人机配

合的协调性、熟练性等指标

进行全面验证，是开通运营

前一项综合性“大考”。未通

过这项“大考”，地铁 2 号线

还不具备载客运营的条件。

据悉，地铁 2 号线“试

运行”范围为全线正线，接

下来，将有 30 列地铁列车

投入“试运行”中，高峰期将

有 25 列地铁列车同时在线

奔跑。

截至目前，运营筹备已

开展 10 个模块共 50 项工

作。史小俊表示，后续厦门

地铁 2 号线将开展运营演

练、系统验收、三权交接、20

天跑图、初期运营前安全评

估等专项工作，确保年底开

通试运营。 （雷妤）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7月 16 日，记者获

悉，厦门市 2019 年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服

务型制造、工业设计、两化融合）第一批支持项

目开始受理申请，申报单位为在厦门市纳税的

法人企业，在厦门市注册时间满 2 年（2017 年 1

月 1 日以前注册）以上，企业财务状况良好，上

一年度实际缴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应不少于

5万元。

厦门市为支持发展服务型制造，对年服务

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且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首次超过 15%的

服务型制造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40 万元、60

万元奖励。对经认定为省级、国家级服务型制造

示范企业（平台、项目）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和

100 万元补助。

对工业设计项目不限于工业企业且对纳税

额不做要求，兑现奖励类项目对纳税额也不做

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将工业设计中

心或设计院所分离设立研发设计企业。对分离

新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设计企业，且其

资产总额超过 500 万元的，给予 50 万元启动资

金补助；新设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 500

万元且至少服务 5 家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给予

50 万元奖励。

对经认定为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工业设计

中心的，按照“晋级补差”的原则，分别给予中心

所在企业 20 万元、50 万元和 200 万元的奖励。

鼓励国内外工业设计企业来厦落户，按实

际到位注册资金的 30%给予补助，金额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 （李晓平）

本报讯 在近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园区名单中，厦门火

炬高新区位列其中，成为新一

批获评的 19 个园区之一，也是

福建省唯一上榜园区。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是

国家知识产权局按《国家知识

产权试点示范园区管理办法》，

经集中评定后所确定的。该批

示范园区建设周期为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火炬高新

区于 2013 年获评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园区，2016 年顺利通过

试点园区的验收工作。

据悉，2018 年，园区 56 家

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比上年增长 133%。3 家企业获

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4

家企业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2 家企业获评“福建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3 家企

业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廖丽萍管轩智明阮悦芳）

本报讯 7 月 1 日至 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华侨委副主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

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厦开展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专题调研，考察在厦台企和两岸青创基地，并

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调研座谈，中共厦门市委

副书记陈秋雄出席座谈。

会上，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中共市委政

研室、市委台港澳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等

17 家单位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深化厦

台交流合作、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工

作成效及经验。曹鸿鸣表示，调研组将充分吸

收相关意见，就新时代、新形势下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推动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共中央、国

务院提供决策参考。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
一行来厦考察调研

获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企业可获 200 万元奖励
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开始申请

2 号线开始为期三个月的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试运营

厦门火炬高新区获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致公党厦门市委举办

2019年度党务骨干暑期读书班

第九届海峡两岸高校文化

与创意论坛在华侨大学开幕

突破中等收入困难

协助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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