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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8 日，福建 265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厦门市有

26 个项目列入其中。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胡昌升，市长庄稼汉，市委

副书记陈秋雄等市领导在厦门参

加开工有关活动。

此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重大

项目建设，营造“比学赶超抓项目、

凝心聚力谋发展”浓厚氛围的实际

行动。

据悉，三月份全省集中开工

265 个项目，总投资 1950 亿元，

年度投资 457 亿元。这些项目将

为福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提供重要支撑。厦门有 26 个省

级重大项目开工，总投资约 726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重大项目 8

个，产业重大项目 7 个，社会民

生重大项目 11 个。

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厦

门现场活动在位于火炬同翔产

业基地的厦门新一代显示面板

生产线项目开工现场举行。该项

目是促进厦门产业升级的重大

项目，对提升我国新型显示产业

技术水平，进一步完善产业结

构、优化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

义。项目总投资近 500 亿元，项

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超百亿

元，同时还将拉动本地配套企业

增产，吸引上游高端技术配套企

业进驻，对厦门平板显示千亿产

业链起到补链、强链、延链作用。

包含省级重大项目在内，厦门

第一季度共有 72 个投资规模

2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集中开工，

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

领域。全市六区、环东海域新城、马

銮湾新城、集美新城、东部体育会

展新城片区、厦门新机场片区、港

区工程指挥部、两岸金融中心片

区、火炬管委会（含同翔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同日举行了集中开工活

动。

这些项目的集中开工，是近段

时间厦门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成效的一次展示，也是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干劲和精神

风貌的集中体现。

各区、各重大片区指挥部表

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

早日建成投产、达产、满产、超产，

强化“五个一批”项目推进机制，加

强项目策划生成，提高招商引资实

效，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全力促开工、促进度、促投产，切实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补回

来，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

（蓝碧霞林露虹刘艳）

本报讯记者从厦门市工信局获

悉，截至3月17日，全市规上工业企

业复工率达 99.4%，员工在岗率

81.1%。其中202家重点工业企业已

于2月 17日全部复工，员工在岗率

达92.8%。从产能恢复水平来看，厦

门规上工业企业日均用电量与

2019 年 12 月日均用电量之比为

99.2%，用电平均负荷比居全省第一。

当前厦门正将工作重心从关

注企业开工转向推动产能恢复上，

对已复工的企业，创造条件争取尽

快从单条生产线扩展到多条生产

线，从单班加至多班，逐步提高产

能。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大工业用

电平均负荷是去年 12 月份总平均

负荷的 94.4%，根据产线利用情况

看，市重点工业企业产能恢复 80%

以上的有 135 家，其中天马、联芯、

友达光电、宸鸿科技、弘信电子、电

气硝子等重点企业，用电负荷已达

到或接近春节前正常水平。

重点工业投资项目方面，今年

全市重点项目中制造业项目有 61

项，总投资 2120.1 亿元，今年计划

投资 221.2 亿元，所有项目都已于

2月 24 日前复工复产。其中，中航

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动力锂电池生

产线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 50 亿

元，正进行土建类基础施工，工艺

设备招标前期评估等；联芯集成电

路项目总投资 360 亿元，该项目春

节期间未停工，现正在加速进行第

四阶段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及验证；

厦门钨业稀土永磁电机产业集群

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目前正进行

精装工程推进及室外工程路基土

方开挖和稳定层施工。

当前厦门正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接下来厦

门将精准解决企业疫情防控、用工

短缺、交通物流、生产协同、市场拓

展“五大”难题，打通企业复工复产

操作链，力争到本月底，规上工业

企业全面恢复正常生产。解决企业

用工短缺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工作，

短期内厦门正通过包机、包车、包

列等方式推动员工尽快返岗到岗。

长期要加力加码机器换工，促进劳

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尤其要加

大产业链上下游招商，提升重点行

业本地配套度。推动天马第六代柔

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上半年

如期开工及东亚纳米科技园、思泰

克智能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的前期

落地工作。 （李晓平）

本报讯 3 月 17 日，在收

看全省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防

控工作视频会议后，厦门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主

持召开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外事组第四次工

作会议，部署境外疫情输入

防控工作。副市长国桂荣参

加会议。

黄强指出，当前境外疫

情加速扩散蔓延，厦门作为

重要口岸城市，面临的压力

尤为突出。各级各部门要把

外防境外输入、内防局部扩

散作为当前防控工作的重中

之重，扎实强化口岸联防联

控和入境人员分类精准防

控，进一步筑牢疫情跨境输

入防线，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战役、促进全面复工达产、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

坚实的基础。

黄强强调，要根据新形

势新要求，抓紧梳理完善系

列工作规程，确保操作规范、

部署周全、措施落地。要发挥

信息系统的作用，加强与其

他入境口岸的协调联动，进

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

合，实现无缝对接、闭环管

理、全过程管控。医学观察场

所要做到监控措施到位、物

资保障到位、人员配备到位、

管理工作到位。

国桂荣要求，立足厦门

侨乡特点，发挥统一战线优

势，依托各类海外侨团、侨社

和侨领的力量，及时掌握旅

外华侨华人的健康状况、思

想动态和出行信息，加强政

策宣导和关心帮助，组织各

类专家和专业人员，为海外

侨胞提供防控措施解释、防

疫知识宣传、在线健康咨询

等暖心服务，携手共渡难关。

（陈璐）

本报讯 一段时间以来，

全市招商引资系统在全力以

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

时，积极探索运用新渠道新

形式新手段，抓紧抓实招商

引资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效。

记者日前从厦门市商务局获

悉，1 月 -2 月，全市实际使

用外资 30.65 亿元，同比增

长 41.2%，完成年度任务

147.6 亿元的 20.8%，超过序

时进度 4.1 个百分点。实际

使 用 外 资 占 全 省 总 量

53.4%，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12.6 个百分点，规模始终保

持全省首位，实现“开门红”。

数据显示，1 月 -2 月，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11.79

亿元，同比增长 7.2%；服务

业实际使用外资 18.86 亿

元，同比增长 76%。其中，高

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实际

使用外资 6.22 亿元，同比增

长 1.5 倍，占制造业比重

52.8%，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高技术服务

业实际使用外资 1602 万元。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

项目强力支撑。1 月 -2 月，

厦门新增千万美元以上实际

使用外资项目 8 个，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 4.03 亿美元，占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比重的

90.4%。主要大项目有瑞幸咖

啡、中金海盈股权投资、祥达

光学等。

受疫情影响，面对招商

活动推迟、对外交流合作受

阻等诸多挑战，全市招商引

资系统不断创新运用新方式

新手段稳外资，通过线上云

端加强与客商的“不见面”沟

通，充分利用政府官网、“投

资厦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加大推介力度。加强驻

外招商的拓展，拓宽招商渠

道，选择一批信誉好、实力强

的国外投资公司、咨询公司、

融资公司等中介组织，开展

海外招商。 （崔昊）

为应对境外新冠肺炎疫

情的蔓延，进一步加强境外

入厦人员健康管理，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零时起，对所有 14 天内有

境外（含台港澳）旅居史的入

厦人员一律实行 14 天集中

医学观察。

二、70 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未成年人、孕产妇、患有

基础性疾病等原因不适宜集

中医学观察的人员，经提前

申请并获得批准，入境后可

实行 14 天居家医学观察。

三、集中医学观察期间

产生的食宿费用由观察对象

自行承担。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全市一季度共有72个投资规模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集中开工

用电平均负荷比居全省第一

扎实做好境外入厦人员
健康管理工作

厦门前两月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
占全省总量 53.4%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境外入厦人员健康管理的公告

福建新设 3个线上途径助侨抗疫

涓涓侨爱汇成“防控战疫”暖流

海外中国留学生：

面对疫情，

稳定心态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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