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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1 月 5 日，胡昌升、魏克良、

庄稼汉、陈家东、张健与前来

出席厦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

会议的港澳台委员及特邀人

士齐聚一堂，畅叙桑梓情谊，

共谋发展大计。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胡昌升代表市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厦

门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刚刚

过去的 2019 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也是厦门发展进

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

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切嘱托，自觉对标对表“两

高两化”重要要求，各项工作

打开新局面、呈现新气象，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跨岛发展提速提效，改革开

放不断深化，民生保障全面

发力，干部跳起摸高、争先进

位的精气神更足。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港澳台同胞、

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

凝结着港澳台侨各界人士的

智慧、心血和汗水。

胡昌升表示，2020 年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

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

记对福建、厦门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继续全力抓招商促发展、抓

项目增后劲，不断巩固提升

当前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

势，加快建设高素质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以优异

成绩确保厦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

标圆满实现。衷心希望大家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厦门

的发展，充分履行参政议政

职能，积极建言献策；衷心

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各方面

优势，积极引导港澳台侨企

业家来厦投资兴业，与我们

携手共创加快厦门高质量

发展新辉煌；衷心希望大家

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自觉当好桥梁纽带，为维护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市领导陈秋雄、张毅恭、

韩景义、江曙霞、陈昌生、黄

世忠、黄培强、黄学惠、陈永

裕等出席。 （蔡镇金）

本报讯 1 月 5日下午，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

恭利用周末时间到集美校友

会馆，看望集美校友总会永远

名誉会长任镜波先生，商议如

何更好宣传弘扬嘉庚精神。任

镜波先生简要介绍了集美校

友总会工作情况，重点回顾了

2014 年集美校友总会给习近

平总书记写信并收到总书记

回信，以及集美校友总会认真

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配

合市委统战部开展一系列宣

传弘扬精神的活动情况，对下

一步宣传弘扬嘉庚精神提出

了建议。

在听取任镜波先生情况

介绍时，张毅恭不时与他探

讨交流。张毅恭对任镜波老

先生 85 岁高龄还不遗余力

地研究、宣传弘扬嘉庚精神

表示敬意。他表示，陈嘉庚先

生是不平凡的人，嘉庚精神

是厦门宝贵精神财富，我们

要承担起宣传弘扬嘉庚精神

的责任，要对以往好的做法

进行总结，认真谋划好下一

阶段宣传弘扬嘉庚精神的举

措。希望任镜波老先生继续

支持市委统战部的工作，对

宣传弘扬嘉庚精神多提宝贵

意见，共同把嘉庚精神发扬

光大。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何秀珍陪同

看望。

本报讯厦门市科技局发

布的2020年度厦门市首批重

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显

示，今年首批重大科技项目

（工业及信息化领域）即日起

可申报。单个项目最高可获

2000 万元扶持，在线申报截

止时间为今年2月 27日（逾

期系统自动关闭），纸质材料

提交截止时间为今年 3 月 5

日。具体情况可关注市科技局

网站或者向市科技局咨询。

重点领域

6 个领域获重点支持

包含 5G和区块链元素
围绕厦门未来产业发展

方向，此次重点支持领域共

有柔性电子、集成电路、新材

料、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云

服务 6个。

柔性电子领域重点支持

柔性电子关键材料制造及产

业化，柔性电子功能性器件

及材料研究和产业化，柔性

电子相关新型制造技术和设

备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集成电路领域支持以

5G 为代表的高频、高速芯片

研发及产业化，高性能嵌入

式处理器芯片研发及产业

化，信息感知及信息处理系

统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人工智能领域主要是智

能传感器 / 模组、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智能识别与智慧控制融

合应用的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人工智能行业支撑体

系研究及应用，区块链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申报主体

在厦注册企业

可单独或联合申报
此次申报指南明确项目

类别及申报主体。在共性关

键技术联合攻关及产业化项

目方面，重点支持带动能力

强、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明

显的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

术联合攻关，鼓励承担主要

研发任务或成果转化应用的

企业牵头，联合产业上下游

多个企业或高校科研院所组

成团队共同申请，形成研发、

制造、应用良性互动机制和

产业链配套体系。牵头单位

须为在厦注册企业，参与单

位最少 2家、最多 5家。

科技成果应用示范项目

方面，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

入，鼓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提供高水平的解决方案和综

合性服务，可由在厦注册企业

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申报。

扶持金额

单个企业

最高可获 500 万元
项目经集中评审后，按

竞争择优的原则予以无偿资

助，单个项目扶持资金 300

万元—2000 万元，其中单个

企业最高 500 万元，单个高

校科研院所最高 50 万元。

申报企业自筹资金与资

助金额比例不少于 2:1，高校

院所科研单位自筹资金与资

助金额比例不少于 1:1，且高

校自筹资金来自于本项目联

合申报企业横向配套资金，

申报时企业必须出具承诺

函，并在项目立项前到位。

原则上每个产业领域重

大科技项目立项数不超过 5

个，优先支持市、区联合支持

项目（申报时需提供区级配套

承诺函，且将区级配套资金列

入项目总投入，区级配套资金

与市级专项资金之比不少于

1:2）。 （王东城黄海燕）

厦门市政协港澳台委员
及境外特邀人士
开展会前视察

本报讯 1 月 4 日上午，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江曙霞带领港澳台委员及境外特邀人士开展会

前视察，了解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厦门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主任胡政兴参加了活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戴

志望，市台港澳办副主任谢永福，环东海域新城

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吴志坚陪同视察。

聚焦跨岛发展，委员们首先来到位于环东

海域新城的滨海旅游浪漫线，优美的滨海景观

和城市风貌相结合，让这里成为环东海域新城

一张闪亮的名片。委员们纷纷表示，在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凸显了城市特色，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也为跨岛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思

路。随后，委员们前往集美闽台研学总部，作为

国内第一座集住宿、教学、集散、产业为一体的

主题产业楼，这里正成为闽台青少年学习交流

的乐土。委员们表示，课程内容形式多样，未来

可进一步扩大辐射范围，形成有影响力的综合

研学平台。

最后，委员们来到倍视集团，听取了有关情

况介绍，作为亚洲顶尖的电影特效和动画公司，

近年来公司发展迅速，目前正在打造首部中国

制作、全球发行的动画电影，委员们认为，随着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落户厦门，厦门影视产业

前景愈发看好，但也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未来

除了扶持行业龙头企业发展，还应进一步加强

影视产业人才培养。

（据厦门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秘书处）

213 家厦企
共享 30 亿元红利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记者 1 月 7 日从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了解到，截至 2019

年底，厦门市 213 户企业已享受增值税留抵退

税 30.8 亿元，有效盘活企业资金，助力厦门经济

高质量发展。

留抵退税办理时间

压缩至两个工作日
据了解，2019 年 10 月，增值税全行业增量

留抵退税政策落地。为让纳税人以更快的速度、

最便捷的流程，享受减税降费的改革红利，厦门

税务部门提前筛选汇总了可能符合退税条件的

企业名单，通过与财政、国库多部门联动，减少

流转环节，将留抵退税的办理时间从原先规定

的十个工作日压缩到两个工作日。

截至 2019 年底，厦门税务系统已受理 181

户全行业纳税人提交的增量留抵退税申请，加

上享受留抵退税的先进制造业和集成电路企

业，厦门税务 2019 年累计为 213 户企业办理期

末留抵退税 30.8 亿元，帮助企业进一步增大投

资及扩大生产规模，激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2019 年前 11月新增

减税降费 163.97 亿元
除了留抵退税政策，2019 年增值税降率、小

微企业普惠等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在厦门市的

落地效应也好于预期。据介绍，2019 年 1-11 月

（税款所属期）全市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63.97 亿

元。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民营经济受惠面最广，

1-11 月，全市民营企业累计新增减税 100.11 亿

元，占所有经济主体类型新增减税总额的

66.08%。 （陈泥肖雨琳芬）

厦门市领导会见港澳台委员及特邀人士

张毅恭看望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

厦门今年首批重大科技项目开始申报
单个项目最高可获 2000 万元扶持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是厦门十大未来产业之一。图为厦门优迅实验室。

厦门学者赴大马弘扬嘉庚精神

2019 全球华侨华人

十大新闻揭晓

厦门印尼归侨歌舞迎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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