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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电以“联

系、联通、联动”为主题的闽

港“一带一路”高峰研讨会

11月 2日在厦门召开。来自

福建、香港各界的500多位

嘉宾共聚一堂，共同分享福

建与香港两地融入“一带一

路”的最新发展成就，深入探

讨福建、香港两地如何全面

加强融合互动，共同把握“一

带一路”带来的新机遇，实现

优势互补和共赢发展。全国

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福建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志南，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邱小平等

出席了此次研讨会。福建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

升主持会议。

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

席梁振英发表了题为《闽港

“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的延

伸》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闽港之间除

了产业合作，还有不少以外国

民众和华人华侨为对象的民

心工作需要做、可以做、值得

做。他强调，闽港双方可以把

一直以来行之有效、互惠互利

的合作范围，从产业合作延伸

到民心相通方面的工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

作夯实基础。

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张志南在致辞中表示，

福建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着力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

心相通、资金融通，推动“海

丝”核心区建设朝着高质量

发展方向走深走实。福建将

加强闽港合作机制建设，拓

展经贸合作空间，打造综合

服务平台，深化人文交流合

作，推动闽港“并船出海”，

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作出新贡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作了《新

中国70年，“一带一路”与国

际新格局》主题演讲；厦门大

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作了

《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助推

福建与厦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主题演讲；香港交易所董

事总经理、内地业务发展主

管毛志荣作了《金融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发展》主题演讲；海

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

作了《“一带一路”与人民币

国际化》主题演讲。

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签约

仪式。厦门市人民政府与香

港投资推广署、香港贸易发

展局、香港交易所等9大相

关机构和商会分别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由厦门与香港

合资合作的 12 个招商项目

也在会上达成投资协议，总

投资 53.64 亿元人民币，涵

盖总部经济、智能制造、跨境

电商、现代物流、影业基地、

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

本次研讨会由厦门市

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

室经济部贸易处、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等

主办。 （苏杰）

本报讯 又一个产业地

标正在形成。

“截至目前，软件园三期

已建成交付的研发楼、公寓

楼160万平方米，今年底前，

还将再交付包括 B 地块、

D09、A10 等共计 110 万平

方米的建筑面积给企业入驻

达产，届时相当于两个软件

园二期的规模。”11月 4日，

厦门信息集团创新软件园管

理有限公司招商部经理林玉

华向“践行‘四力’走鹭岛”采

访团的记者们介绍道。

规划面积10万平方公里
2011 年，厦门软件园三

期破土动工。在这个总规划

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的热土

上，秉持“高起点、高标准、高

层次、高水平”的顶层设计理

念建设园区，以“开发一片、

成熟一片、带动一片”的思

路，全速推进园区建设，加快

产城融合。软件园三期并不

是简单的面积大，而是在更

高层次、更大范围地进行厦

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资源

配置和发展布局。

今年9月，软件园三期西

片区正式开工，该片区产业用

地面积66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230万平方米，片区内规划

有大型公园、产业人才公寓、

一所九年一贯制中小学校和

部分片区商业配套，地铁4号

线经过片区，预计今后将能容

纳千家企业到此“安营扎寨”。

已有1300多家企业入驻
厦门软件园三期全面

落实全市招商大会、“三高”

企业发展大会精神，围绕园

区“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

创意、电子商务、智慧城市

与行业应用、移动互联”五

大细分领域，通过精准招

商、强链补链招商、以商引

商等多种招商方式，通过匹

配专门招商资源，支持开展

应用示范等方式，引进一批

高水平、高层次的企业、科

研院所来厦设立区域总部、

业务中心和研发中心。重点

推动在谈重点“三高”企业

及能为企业提质增效的研

究院项目落地园区。

目前，软件园三期已吸引

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海西

数码港、云知声、中控智慧、路

桥信息、汇医慧影、农信互联、

英视睿达、时代凌宇等知名企

业进驻。截至今年9月底，软

件园三期实现营收164.67亿

元，同比增长40.34%。截至9

月底，累计通过入园审核企业

2931家，入驻企业1371家，

累计注册企业2460家，注册

资本金170.63亿元，入驻企业

员工近3万人，产业集聚效应

凸显。

建设数字经济一线园区
在产业大方向的确定上，

厦门软件园的思路很明

确———做好“人工智能+”“大

数据+”产业发展规划，集中力

量重点发展“5G+人工智能+

物联网”产业领域，出台极具

竞争力的政策，率先抢占产业

制高点。同时，厦门软件园还

将发挥细分领域“小巨人”企

业的带动作用，推动“互联网+

健康医疗”、公共安全等产业

高质量发展。

今年 7 月，软件园三期

实现 5G 信号覆盖，成为福

建省首个 5G园区。园区企

业不仅率先体验 5G 带来

的便利，更积极探索 5G 创

新应用，拓展数字经济新空

间。而依托厦门市 5G联合

创新实验室搭建的“软件园

5G联合创新中心”，将大力

推进 5G 与人工智能、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和边缘

计算的融合创新，助力吸引

优质 5G 项目落户软件园

三期，努力建设数字经济一

线园区。（陈元钦陈小斌）

企业家聚厦共庆商人节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下午，以“创新创业实践

者·奋力追梦新时代”为主题的 2019 中国（厦

门）商人节庆祝大会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举行，

海内外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

祝这个企业家自己的节日，全国工商联经济联

络部部长马君，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

联党组书记李家荣，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绍清，副市长李辉跃，市政协副主席陈永裕等

出席。

和往年相比，今年“商人节”的规模进一步

扩大，来自港澳台和“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近 50 个工商社团代表、厦门各相关部门负责

人，以及省内知名闽商代表、各地厦门商会代表

近 700 人出席大会，共庆商人节。

李辉跃在致辞中说，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大企业家朋友已成

为厦门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创新驱动的生力军

和改革开放的动力源。目前全市约有 21 万民营

企业，2018 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0.5%，成为推动厦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

前厦门市正积极营造更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

的良好环境，全力为广大企业家创新创业做好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

企业家精神，坚定新发展理念，把握时代发展大

势，坚定信心，抢占机遇，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华章。 （李晓平）

厦门地铁 2号线
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 备受瞩目的地铁 2 号线迎来新进

展。11 月 6 日，记者从厦门轨道集团获悉，地铁

2 号线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2 号线离年底

开通试运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11 月 6 日，厦门轨道集团依据建设部和交

通部相关文件要求，组织召开了地铁 2 号线工

程竣工验收会。会议邀请了市发改委、市建设

局、市地铁办等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单位参加，并组成

了竣工验收委员会。

竣工验收委员会听取并审查了项目建设

执行情况、试运行总结、设计工作质量、勘察

工作质量、施工质量自评和监理工作质量等

工作报告，并分别对工程内业资料及实体质

量进行了验收检查。竣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

为，厦门地铁 2 号线工程达到设计文件及标

准要求，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的要求，

验收通过。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对本次竣工验收

进行全程监督，认为本次验收组织形式、验收

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符合《厦门市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验收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文件要

求。

记者了解到，此次验收通过为地铁 2 号线

顺利开通试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地

铁 2 号线工程将迎来运营前安全评估，轨道集

团将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做好后续完善提升工

作，力争早日实现地铁 2 号线高标准、高质量开

通试运营。

据悉，厦门地铁 2 号线工程起点位于天竺

山森林公园山脚下，终至岛内五缘湾，全长 41.6

公里，共设车站 32 座，全线为地下线。选用标准

B型空调车辆，六辆编组，最高时速 80km/h。

（雷妤朱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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