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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厦

洽会刚刚落幕，厦门央地合作再

传喜讯———9月 15 日上午，火炬

集团携手火炬高新区管委会与国

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国网

电商”)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共同

推动国网电商物联产业基地落地

厦门。该基地将汇聚发展能源互

联网、能源金融、产业园区运营等

平台业务，预计五年内实现交易

规模 800 亿元以上，贡献税收 10

亿元以上。

国网电商是国家电网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

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两大领

域，已建成电 e 宝、国网商城、国

网商旅云、国网双创平台等九

大平台，是国内最大的电力行

业 B2B 平台。

根据协议，三方将以火炬高

新区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为基

础，规划设立“火炬高新区能源互

联网示范区”，实现区域能源整体

优化布局，园区新基建与国家电

网源网荷储工作充分融合，三方

还将建立联合推广机制和产业链

信息共享机制，面向园区企业及

产业链上下游开展供应链金融、

电费金融、个人金融等金融服务；

携手建设线上产业园区运营平

台，推动实现企业侧“供电 + 综

合服务”一站式服务。

国网电商还将在园区设立数

字物联实验室，加快推动源网荷

储与物联技术、5G、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融合应用发展，带动物联

产业链上装备制造、产业投资、高

科技服务相关优质企业入园，使

高端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厦门集

聚，形成以商引商的“葡萄串”效

应。

据悉，电力电器产业是火炬

高新区主导产业之一，国网电

商物联产业基地的落户将进一

步强化电力电器产业配套，其

平台经济新模式将为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能。同时，加快能源互

联网建设，有助于解决能源管

理问题，帮助企业提升能源效

率，实现降本增效，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

火炬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火炬集团与国网电商有着良好的

合作基础，去年厦洽会期间，双方

签约拟在厦设立智慧能源服务，

目前双方已合资组建公司，项目

已顺利运营。为进一步导入央企

资源，火炬集团深入落实市委主

要领导与国家电网主要领导会谈

成果，进一步深化与国网电商的

合作，促成了此次签约，“我们将

继续深化双方合作，不断拓展合

作广度和深度，为厦门高新技术

园区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实现合

作各方的共赢”。 （林露虹）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近

日，厦门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

司参股美桐贰期基金 2000 万

元签约仪式在美亚柏科厦门总

部举行。作为厦门首支落地的

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投资基

金，美桐贰期基金将重点投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商标的高

成长企业。

美桐贰期基金是由厦门市

美亚梧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

起设立的第二支基金，基金规

模约 2.8 亿元。该基金重点投资

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聚

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物联网、智慧城市、军民融

合、医疗信息化等行业的头部

企业。

厦门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

司是经厦门市政府批准设立的

政策性、专业化、市场化相结合

的知识产权投资管理机构。厦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二

级巡视员、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卢

琳兵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厦门知

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参股

央企混改行业龙头企业美亚柏

科，共同发起组建知识产权运营

投资基金，将有力推动以优质知

识产权资源为支撑依托的产业

做大做强。据悉，在知识产权运

营投资基金美桐贰期达成阶段

性合作成果基础上，双方还将继

续就央企、民企共同参与知识产

权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展开探

讨。 （陈泥陈崔城）

本报讯 9 月 14 日下午，厦

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

主持召开 2020 年海峡两岸青年

网红主播大赛专题协调会。市台

办、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文旅

局、各区统战部、市台商协会等

参加会议。

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分工

协作、选手报名、选品方案等方

面进行讨论交流，表示将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积极调动各种资

源，吸引更多台青台生和优秀企

业、优质产品参与到大赛之中，

共同推动厦门直播经济发展，打

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张毅恭指出，厦门特区举办

海峡两岸青年网红主播大赛意

义重大。他要求各区各部门要积

极支持配合海峡两岸青年网红

主播大赛，帮助台青台生在大陆

直播电商的新经济风口创业就

业，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增强企

业信心，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创造

更好的效益。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备受关注的厦漳泉城际铁

路有了最新进展。福建省发改

委日前在网站发布《福建省城

际铁路建设规划调整环评公

众意见征询》，省内三条城际

铁路的建设规划有所调整，其

中 就 包 括 厦 漳 泉 城 际 铁

路———泉州 - 厦门 - 漳州

(R1 线)。

厦漳泉城际铁路 R1 线

路线调整后，与先前的规划方

案对比有明显变化: 新路线方

案起于福厦高铁泉州东站，不

再经过惠安、泉港，线路全长

由原来的 205.45 公里变成了

167 公里。

根据省发改委发布的信

息，泉州 - 厦门 - 漳州(R1

线)调整后，线路起于福厦高

铁泉州东站，跨洛阳江进入泉

州东城区，经成华南路、坪山

路跨晋江进入晋江市，沿机场

连接线、和平路至晋江机场，

经安海、水头跨围头湾进入厦

门翔安机场航站楼，出机场后

向西沿 S201 下穿厦门岛东西

海域，沿马青路、翁角路至漳

州，经龙海市、圆山新区进入

漳州主城区，终点止于西湖

站。

据悉，厦漳泉城际铁路

R1 线，是一条贯穿厦门、漳州

和泉州三个城市的铁路，是厦

漳泉大都市区城际铁路主骨

架线路，建成后将连接厦门、

漳州、泉州三大城市中心。

此次调整的另外两条城

际铁路分别是莆田 - 长乐机

场城际铁路 (F2 线) 和宁德 -

长乐机场城际铁路(F3 线)。省

发改委表示，3 条城际铁路的

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城际轨道

交通对协同发展区的先导作

用，促进福州大都市圈和厦漳

泉大都市圈发展，打造轨道上

的都市圈，便于群众便捷出

行。 （张珺）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9月 15 日，记者从厦门市邮政

管理局获悉，翔安新机场航空

邮件处理中心项目正式签约，

加快落地步伐。

为贯彻落实《国家物流枢

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加强邮

政快递航空渠道运输能力建

设，提升邮政在厦门乃至闽西

南商务快递、国内电商及跨境

电商方面的服务品质，厦门市

邮政管理局积极协调翔安新

机场片区建设指挥部，推动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片区

的投资建设。

此次签约项目拟投资 5亿

元左右，用于新建中国邮政厦

门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含邮件

集散中心及进出口邮件、快件

监管中心）。据厦门市邮政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邮件处

理中心规划用地面积约 200

亩，预计于 2025 年建成投产，

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1亿元。

“邮政业与航空业深度融

合，势必将共同构建更加高

效、便捷的航空物流服务体

系，提升机场综合服务能力。”

该负责人介绍道。

（王玉婷刘凝）

预计五年内实现交易规模 800 亿元以上

厦漳泉城际铁路R1线
全长拟调整为 167 公里

航空邮件处理中心落户翔安新机场
拟投资 5亿元，预计 2025 年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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