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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经济已成为当今

世界各国经济中投资最多、创新

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这

股热潮也延伸到了今年即将举行

的“9·8”厦洽会。记者从 8 月 25

日召开的厦洽会新闻协调会上获

悉，本届大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紧密围绕中央“六稳”“六

保”决策部署，将立足“搭建大平

台、促进新经济、融入新丝路”，做

大做强双向投资促进平台，助力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厦洽会一直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经济建设，今年将继续聚焦

“新丝路”主旋律，深化服务“一带

一路”，结合国际新形势认真谋划

“丝路海运展”“丝路海运国际合

作论坛”及“‘一带一路’发展高层

论坛”等，打造丝路沿线国家地区

合作交流新引擎。

5G、通信网络服务、边缘计

算、云计算与大数据、加密技术

……这些高新技术展示都将出现

在 2020 厦洽会的中国国际工业

互联网展上，展示中国工业互联

网创新技术和发展成就，同时也

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共享工业互联网发展红利。厦洽

会组委会介绍，今年厦洽会在展

览展示上更加关注新经济业态，

聚焦工业互联网、新基建、数字经

济、金融科技创新等新经济主题，

除了工业互联网展，还策划举办

高新技术暨未来产业展、智慧城

市暨应急保障展、金融科技暨投

资服务展等。

本届大会在会议论坛主题

策划上也凸显新经济元素。策

划举办包括中国工业物联网创

新发展大会、第十九届世界商

业领袖圆桌会议、2020 全球资

产管理高峰论坛、2020 中国母

基金峰会暨第二届鹭江创投论

坛、胡润国际朋友圈论坛等在

内的系列活动，将汇聚高端资

源，云集新经济发展领军企业

和权威专家学者，交流展示新

技术新产品，分享最新发展趋

势和投资理念，引领带动新经

济发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其中，2020 中国母

基金峰会将重点关注“新基建”

“新经济”“双循环”等多个板

块，围绕投资机构软实力建设，

直击当下产业、医疗、新经济投

资等热点，紧扣国家战略，推动

人才、技术产品、投资、金融的

多维融合。

另据介绍，今年厦洽会将在

“云上”与线下同步办会。线下总

展览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分为投

资主题馆和产业招商馆，设置 16

个专业展区。此外，组委会携手阿

里巴巴集团打造的“云上投洽会”

将于 9月 8日正式上线，全方位

呈现云上展览、项目对接、招商洽

谈、论坛研讨、云端签约五大投资

促进活动场景。 （吴君宁）

本报讯 8 月 27 日的厦门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7 次会

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厦门市国

际友好城市工作情况的报告。

自 2008 年起，厦门连续六

次荣获“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

作奖”。截至目前，厦门已在亚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缔结了

21 个国际友好城市，与 12 个城

市签订了国际友好交流城市协

议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的“大友城”格局基本形成。

厦门根据各友城不同特点

和优势领域，重视与友城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交流机制。如利用

美国巴尔的摩市、新西兰惠灵顿

市先进的医疗医护技术优势，厦

门卫健系统分别与上述友城知

名医疗机构或组织建立了友好

合作机制，派厦门医疗技术人员

出国进修深造，开展医疗项目的

交流合作。厦门不断以文化交流

提升城市软实力，各类艺术组织

来访厦门，厦门中学生交响乐团

前往友城演出，部分中学与国外

姐妹学校举办互访、同宿共学活

动，人文交流多元惠民。友城之

间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对推进厦

门城市国际化起了重要作用。

在新结友城的选择上，厦门

更加注重利用区位优势配合“中

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一带

一路”“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等，精选城市，优化布局。（詹文）

本报讯 8 月 21 日上午，厦

门市交通大提升项目在厦门大

桥改造加固项目(厦门大桥“四

改六”项目)现场举行集中开工

仪式。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有 6

个，总投资额 8.9 亿元，年内计

划投资 7800 万元。

市交通大提升专项工作组

(以下称“专项工作组”)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项

目包括：厦门大桥改造加固项

目、两岸金融中心核心启动区

市政道路二期(金五路)、下忠片

区钟智西三路道路工程、翔安

南部新城 CBD 商务区地下停

车场项目、马銮湾新城南岸中

心绿轴公园停车场、福建光电

有限公司自走式停车楼。

其中，厦门大桥改造加固

项目也就是厦门大桥“四改六”

项目尤为引人关注。此前，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项目计划总工期 590 天，主要

对厦门大桥主桥、引桥及部分

匝道桥上部结构进行“四改六”

改造加固，提升通行能力。

据悉，含本次集中开工项

目，交通大提升项目年内已累

计开工 29 个，总投资 31.9 亿

元；除此之外，年内还将有 26

个交通大提升项目陆续开工，

总投资 18.9 亿元。“此次开工和

正在推进的各项交通工程，体

现出多维并重、民生优先的思

路。”该负责人说，在岛内，项目

聚焦以提升交通服务品质为

主，而岛外则以提升交通服务

能力为主。因此，相关项目中，

既有优化快速路通行能力的提

升改造项目，也有完善片区路

网循环的城市次干路、支路项

目；既有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的停车场、停车楼项目，也有发

展智慧交通的 5G新基建项目。

保质保量高效推进项目建

设，是专项工作组的工作重点。

截至今年 7 月底，专项工作组

已通过“一会四函一书”、明确

代建业主等方式推进 21 个项

目前期工作进度；累计调研踏

勘 31 个项目，协调推进嘉福花

园片区交通改善等多个涉及社

会民生热点的项目建设。在整

体进度方面，截至今年 7 月，交

通大提升项目完成项目投资

14.54 亿元，完成计划的 151%；

完成年度投资 102.72 亿元，达

序时计划的 142%。

另外，在加快梳理研究岛

内 24 条断头路推动进展的基

础上，专项工作组逐步深入了

解岛外断头路的现状问题和历

史沿革，为后续提升工作做好

项目策划，力争尽快生成一批

项目储备。 （徐景明）

本报讯8月 26日上午10时

18分，厦门东部体育会展新城。

新体育中心项目的白鹭体育

场施工工地上，随着有节奏的锤击

桩机声响，第一根工程桩被渐渐

打入地下，这标志着体育场的施

工正式全面启动；同样在当天，新

体育中心Ⅱ标段项目施工现场，打

下了第 100 根工程桩……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的影

响，厦门东部体育会展新城指挥

部(以下简称“新城指挥部”)始终

保持紧迫感，在“保安全、保工期、

保质量”的前提下，统筹协调、交

叉推进，使用新方法，取得新突

破，创造新速度，逐步抢回被疫情

耽误的时间。随着各个项目的扎

实推进，施工全面铺开，新城建设

正在全面提速，驶入“快车道”。此

前，在8月 19日第三季度全省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中，厦门东部体

育会展新城产业集群首批共 17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 47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26亿元。

2023 年，全新的白鹭体育

场将承办亚洲杯足球赛事，届

时厦门市民可以沐浴着海风，

在家门口观赏高水平的足球比

赛。当天打下的第一根工程桩，

正是这个美好愿景的起点———

接下来，新城指挥部将发扬“体

现拼搏、会当一流”的指挥部精

神，持续攻坚克难，加速前行。

（邵凌丰刘健华）

本报讯福建省内首个新建

标准摄影棚———厦门影视拍摄

基地 4 号楼数字影棚 8 月 23

日封顶。厦门影视拍摄基地是

厦门“以节促产”推动影视产业

发展的重要项目，整体项目计

划于 10 月底完工，将在第 29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对外呈

现，填补厦门没有标准摄影棚

的空白。

据介绍，此次封顶的 4 号

楼数字摄影棚由 3200 平方米

摄影棚、4000 平方米的附属楼

及动力中心组成，建筑总高 24

米、棚内净高约 16 米，具备同

期录音功能，配有静音空调、天

桥马道等设备，以及化妆间、休

息间、服装间、设备间等配套空

间。据介绍，4 号楼摄影棚主要

用于数字电影拍摄，可实现拍

摄影像实时合成、同步成像，还

可开展实时合成拍摄高科技影

视培训教学、拍摄体验、VR体

验、动作捕捉等群众旅游互动

项目。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由杏林

老工业区的原厦门包印厂区改

造而成，建设内容包括剧组服

务中心、组合摄影棚区、招商服

务中心、数字摄影棚区、室外场

景搭建区等功能分区，建成后

可满足都市青春剧场景搭建、

综艺节目录制、广告拍摄、院线

电影小型场景搭建等拍摄、配

套需求。

“厦门是一流的天然取景

地，但此前一直没有一个专业的

摄影棚，导致许多剧组采取‘候鸟

式’拍摄，在厦门取外景之后，再

到其他地方进行棚内补拍。这一

标准摄影棚建成后，将补齐这一

短板，形成产业链闭环。”厦门市

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

经理钟元说。 （应洁）

今年厦洽会将围绕新基建、数字经济等主题，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白鹭体育场打下首根工程桩
2023 年将承办亚洲杯足球赛事

福建首个新建标准摄影棚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数字影棚封顶

厦门将优化布局精选新结友城

厦门 个交通大提升项目集中开工
服务“两高两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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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桥改造后的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