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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厦洽会暨丝路

投资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取

得丰硕成果，9 月 11 日顺利落下

帷幕。大会吸引了来自 13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008 个工商团组，约

10 万多名专业客商参加，其中境

外客商 1.5 万多名；650 多位嘉宾

在 105 场投资促进主题论坛上研

讨分享智慧、点拨趋势；2100 个

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协议总投资

额 5591.5 亿元人民币。

本届厦洽会展览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设置 6000 个国际标准

展位，由“投资主题馆”、“产业招

商馆”和“丝路贸易馆”三大板块

16 个专业展区组成。境内 30 余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1500 多

家企业参展；境外日本、韩国、泰

国、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新

西兰、美国、埃及等 50 个国家和

地区参展。

本届大会继续深化“精对接、

细洽谈、大平台”理念，把展览、论

坛、对接有效整合融通，着力打造

三位一体的全球投资促进专业服

务平台。大会整合各方资源，精心

策划举办四大类型对接洽谈活

动，分别为重点产业对接、重点区

域对接、热点专题对接和中国企

业“走出去”专场对接；共推出有

效投资项目近 3万个，其中今年

新增项目近 8000 个，包括 1000

多个境外招商项目，共签订各类

投资项目 2100 个；协议总投资额

5591.5 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外

资 2660.6 亿元人民币，对外投资

712.32 亿元人民币，区域合作

1953.58 亿元人民币。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双向

投资促进平台，厦洽会成为境内

外投资政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

宣传推介的最佳平台。北京、山

西、湖北、成都、云南、广东等省市

召开投资环境说明会，宣介投资

环境、产业政策，促进招商引资。

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家

境外政府机构、工业园区、企业和

中介服务商参加“走出去”对接

会。

境外政要及商界领袖积极参

与，境外副部级以上嘉宾 60 位，

比增 15%。本届厦洽会参会跨国

公司超过 300 家，包括可口可乐、

高通、ABB、拜尔、索尼等知名世

界 500 强企业。

本届厦洽会举办了“中国国

际绿色创新发展大会”“工业互联

创新发展大会”“投资热点”“新兴

产业”等系列专题研讨会 105 场，

内容涵盖投资全要素，其中投资

专题论坛近 50 场，共有来自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650 余名嘉宾

发表了精彩演讲，听众达 4 万多

人次，引发业界热烈反响。

（钟宝坤张一博）

本报讯（记者 林硕）9

月 8 日中午，厦门市委统战

部、厦门市侨办热情接待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 多名

海外华商。当日，“厦洽会海

外华商对接餐叙会”在厦举

行。

厦门市委副书记陈秋

雄在活动上致辞，对各位

华商代表的到来表示欢

迎，与大家共叙乡情、共谋

发展。陈秋雄介绍了厦门

总体投资情况和营商环

境，厦门的生态优势、产业

优势和政策优势等，解读

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并重

点提出支持“三高”企业发

展等，热情邀请海外华商

来厦投资兴业。

餐叙会主持人、厦门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

办主任何秀珍表示，希望通

过进一步密切与海外华商

的联系与感情，借助各地华

商参加厦洽会的机会与优

势，有效搭建海外华商来厦

投资的平台与桥梁，巩固深

化今年以来推进落实全市

“抓招商促发展”的举措与

成果，实现携手共同发展。

参加活动的还有福建

省委统战部部务会成员郑

惠文，厦门市委副秘书长赖

祖辉，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

长蔡林娜，厦门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陈俊泳等。

本报讯资本盛宴，万商

云集。记者 9 月 11 日从厦

门市商务局获悉，厦洽会期

间厦门团借助“金钥匙”开

启资本大门，通过积极策

划、精准对接，招商引资再

度斩获佳绩。其中，厦门团

外资签约成果共 50 项，总

投资 38.01 亿美元，合同外

资 22.08 亿美元，合同项目、

合同外资位列全省首位；内

资项目签约成果共 152 项，

总投资 1559.43 亿元。

从签约项目来看，本次

签约项目紧紧围绕厦门市

“双千亿”产业导向，充分发

挥各区、开发区平台作用，

抓龙头、夯基础、补链条、建

集群，项目涵盖总部经济、

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

与健康、软件和信息服务、

现代物流、文化创意、影视

制作等诸多领域，为厦门高

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大后劲。

招大商招好商，大项目

纷纷落地，云知声、东旭半

导体材料产业园、首创高科

集成电路产业园等高技术、

高成长、高附加值产业项目

相继落户，发挥龙头效应带

动厦门相关产业加速布局、

发展。据统计，在外资方面，

合同外资超过 1000 万美元

的项目有 41 个、合同外资

21.51 亿美元，分别占外资

合同项目总数及金额的

82%和 97%。

同时，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国 500 强企业、中国

台湾百大企业、行业龙头、

独角兽企业等纷纷签约落

地，其中包括红杉中国、华

云集团、京东集团等。这批

项目的签约落地将提升厦

门产业发展水平，为城市发

展打下坚实根基。

厦门营商环境日益优

化，经济辐射力和覆盖面日

趋增长，来厦设立总部或区

域总部成为企业的新选择。

博泰集团拟在厦门设立博

泰南方总部，打造车联网智

能设备制造基地；全球排名

第二的眼镜制造商法国依

视路国际集团计划在厦设

立依视路集团太阳镜总部；

挪威陶朗集团拟在厦打造

分选事业部以及循环经济

业务的亚太区总部兼结算

中心；中国台湾百大企业力

丽集团拟在厦设立力丽集

团大陆总部项目等。

当前，厦门积极主动融

入对外开放大局，聚焦招

商、聚焦项目、竞相发展的

氛围越来越浓烈，越来越多

的资本搭上厦门经济发展

的快车。各区、开发区、指挥

部围绕“大招商、招大商”的

战略，充分利用厦洽会这个

重要平台，把本次厦洽会签

约项目作为重点在谈项目，

力促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项目尽快投资落户厦

门，增强厦门的产业竞争能

力。 （崔昊厦商轩）

寻找商机共谋发展
厦门市领导会见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嘉宾
本报讯 9 月 7 日下午，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江曙霞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会见菲律宾中华总

商会重要嘉宾一行。

江曙霞首先对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嘉宾来厦

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厦门基本情况。她说，厦门

市经济运行一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19 年上

半年，厦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307.36 亿

元，增长 8%。当前，厦门市掀起“大招商、招大

商”热潮，取得了显著的招商成效，希望菲律宾

华人华侨多回来考察指导，发现商机，一起加入

到厦门的发展建设中来。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永

远名誉会长李逢梧博士表示希望能借此次厦洽

会契机，寻找商机，共谋发展。 （何无痕）

2019 厦洽会
厦门自贸区“吸金”近200亿
厦门自贸片区发展机遇说明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9日，2019 年“开放与创新”———

厦门自贸片区发展机遇说明会在悦华酒店举行，

来自美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港澳台地区等海内外

300 多名客商齐聚一堂，签约 50 多个项目，共享

自贸发展机遇。整个厦洽会期间，厦门自贸委签约

项目近60个，总投资近200亿元。

厦洽会是招商引资重要平台，自贸委以此

作为重要时间节点，积极推动一批重点在谈项

目签约落地。厦洽会期间，自贸委签约项目近

60 个，总投资近 200 亿元。其中，法国威立雅中

国区华南总部、京东（厦门）电商进出口运营中

心等 5 个项目纳入厦洽会厦门团上台签约项

目，投资额近 70 亿元。

此外，作为“2019厦洽会”的一项重要活动，50

多个项目在厦门自贸片区发展机遇说明会集中签

约。这些项目紧扣自贸片区重点产业平台和重点招

商领域，涉及航空服务、航运物流、跨境电商、文化影

视、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等。其中不乏世界

500强、央企、民企500强、独角兽等企业。

随着产业平台的发展，自贸区围绕优势产

业平台招商，“虹吸效应”显现，在航空服务、跨

境电商、文化、集成电路双创、融资租赁等多个

平台都取得可喜成绩。

据统计，自厦门市招商大会以来，自贸片区

已有 111 个项目入市招商项目库，总投资额

514.63 亿元，一半以上为世界 500 强企业、独角

兽、行业龙头、台湾百大、央企、跨国企业，取得

阶段性成效。 （蒋全德）

总投资额达 5591.5 亿元

“厦洽会海外华商对接餐叙会”在厦举行

厦洽会招商引资再获佳绩
厦门团共签约 202 个项目

“走进大阪”

厦门日本对接合作交流会举行

“厦洽会”吸引海内外客商参与

台商来寻商机

欢迎侨商回乡投资
第九次思明区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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