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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居民
可在内地换补
“回乡证”

郭运德邢善萍莅临华侨博物院参访
本报讯 9 月 24 日，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
主席郭运德，福建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邢善萍莅
临华侨博物院参观指导。
厦门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上官军，厦门市文联党
组书记、副主席林跃锋，厦

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宏
陪同参观。
郭运德、邢善萍详细
参观了 《华侨华人 展》和
《陈嘉庚珍藏文物展》，华
侨博物院院长刘晓斌全程
陪同并讲解。参观过程中，
邢善萍结合自身工作经

历，与参访一行共同回顾
了许多华侨华人在海外的
奋斗历史。
参观结束后，郭运德、
邢善萍对华侨博物院弘扬
嘉庚精神、讲述华侨文化
等方面工作予以了充分肯
定。邢善萍表示，
陈嘉庚先

生倾心教育事业，华侨博
物院作为嘉庚先生晚年倡
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应继
续传承弘扬好“嘉庚精
神”
，以博物馆为桥梁，以
文物史料为载体，讲好华
侨故事，汇聚华侨力量，共
圆民族复兴梦。

今年 1 月 -8 月，火炬高新区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超 1876 亿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在福州举行的第三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于 10 月 14
日落幕。峰会期间，
浪潮集
团、
美亚柏科、
美图、
云知芯
等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参
会，或展示最新研发成果，
或分享数字抗疫经验，
频频
吸引业界目光，
彰显数字经
济火炬力量。
数字经济已成为厦门
火炬高新区的一张金名片。
近年来，
火炬高新区把握新
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机遇，
以
招商引资壮筋骨，
以项目建
设增后劲，
以科技攻关强支
撑，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
成为厦门
市发展数字经济的主力军。
在软件信息服务业蓬勃发
展的同时，
火炬高新区平板
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
集成电路等制造业也实现
快速发展，
更是形成了从芯
片到屏幕到终端的“硬支
撑”
，是国内少有的覆盖数
字经济全产业领域的园区。
本报讯（记者 许银锑）
10 月 13 日，
厦门召开
“嘉庚
精神宣传月”新闻通气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厦门
重点在嘉庚精神内涵的宣
释、
几个百年纪念活动的组
织、青少年的传承、重视医
疗卫生的宣传、传统保留节
目的延续五个方面着力，
通
过举办系列活动，
多方位宣
传和弘扬嘉庚精神。
突出嘉庚精神内涵的
宣释。10 月 20 日，
即嘉庚先
生诞辰前一天，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张毅恭，
将给市
委党校厅局级干部进修班、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选调生
青年干部培训班宣讲嘉庚
精神。继去年地铁一号线命
名为嘉庚号后，
今年还将在
嘉庚号地铁车厢内报站栏

亿联网络展位现场

以“ 大 招商、招大 商 、
招好商”为引领，火炬高新
区数字经济高能级项目不
断落地开花:领军企业浪潮
在此布局，打造数字经济
坚实“底座”
；瞄准下一代
显示技术的天马第六代柔
性 AMOLED 生产 线 项目
全面开工，助力平板显示
产业链代际升级；集成电
路龙头企业联芯增资扩
产，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本届峰会上，火炬高
新区管委会携手国网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火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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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平台经济
新模式将为产业发展注入
新动能。
面对疫情大考，
数字化
是火炬高新区的战疫“底
色”
。园区数字经济企业凭
借研发实力和产品优势，
不
仅成为科技战疫的硬核力
量、
为复工复产复学提供便
利，更在线上医疗、在线教
育、
数字文娱等
“线上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上亮点频
现，
显现了高新区数字经济

的韧性和潜力。
“新基建”是本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的热词。今年
以来，火炬高新区按下“新
基建”建设快进键，外引内
培并举，布局人工智能、
大
数据、
5G、
物联网、
工业机器
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业
态，推动新基建应用落地，
为厦门打造高能级现代化
产业体系厚植新根基。
截至今年 8 月底，厦
门火炬高新区实现营收
2207.96 亿元，其中数字经
济占比约 85%，总体规模
达 1876.77 亿元。作为厦门
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核
心载体的厦门软件园，被
认定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产业强劲复苏，
千亿
产业链群实现逆势增长，
高新区集成电路产值规模
150.2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03%；平板显示产值规
模 957.74 亿元，同比增长
1.89%；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实现营收增速 9.7%。
（林露虹 管轩 幼君）

“嘉庚精神宣传月”
活动丰富
多方位宣传和弘扬嘉庚精神
内或公共电视上植入嘉庚
元素，进一步讲好嘉庚故
事，传播好“华侨旗帜 民族
光辉”
跨时代的声音。此外
还将举办《名人笔下的陈嘉
庚》新书发布暨分享会。
突出几个百年纪念活
动的组织。今年是嘉庚先生
创办水产、航海、财经等职
业教育 100 周年，
也是创办
集美医院 100 周年，
届时都
有相关的活动组织。
突出向青少年的传
承。将举办
“嘉庚精神宣传
月”校园文化活动，集美学
村周末音乐会及 《嘉庚组
歌》进校园巡演活动。

突出重视医疗卫生的 识嘉庚先生的教育理念及
宣传。借集美医院 100 周年 嘉庚精神。
纪念活动，制作 《名医记
此外，
“勇者的征
忆——
—集美医院百年发展 途——
—南侨机工的故事”研
访谈录》专题片，举行集美 学活动、广播连续剧《没有
医院百年华诞大型惠民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启
诊活动等。通过展览《烽火 动仪式、厦门市侨界纪念
仁心——
—林可胜与抗日战 《归侨侨眷保护法》 颁布卅
争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 周年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护总队》，突出对嘉庚先生 一系列侨务重要论述，
做好
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宣传。 新时代侨务工作”
专题报告
突出传统保留节目的 会、厦门市侨联成立 70 周
延续。继续举办嘉庚建筑 年系列纪念活动、
“陈嘉庚
模 型 制 作 进 校 园 及 2020 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
、陈
年厦门市青少年建筑模型 嘉庚创办集美校友会暨《集
竞 赛 暨 嘉 庚 建 筑 模 型 比 美校友》创刊 100 周年纪念
赛，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认 活动也将陆续举办。

10 月 10 日起，
港澳居民可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在内地申请换发补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俗称
“回
乡证”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简称“厦门出入
境”
）在镇海路办证大厅开设新窗口，
服务来厦港澳居民。
10 日，厦门出入境镇海路办证大厅启用了专为港
澳居民办证的窗口，两名工作人员同时受理，当天上午
已陆续有港澳居民在此申请换发补发证件。除了新开
设的窗口，办证大厅亦新增了自助填表机及自助拍照
机，
为港澳居民办证“提速”
。
据了解，10 月 10 日起，港澳居民可在内地申请换
发补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即港澳居民可向全
国任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补
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申办手续与在港澳地区
一致。来厦工作学习的港澳居民可以就近在本地换证
办证，目前，厦门全市开放镇海路办证大厅一处办证
点，
正常工作日皆可办理。
“以往，港澳居民在内地期间遇证件过期或遗失、
损毁，都需出境返回港澳办理。9 月 4 日，我支队按照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部署开展‘回乡证’换发申请代受
理业务，申请人虽然不需要再出境，但申请资料要自费
寄往深圳地区，常常需要花费半个月时间才能拿到证
件。”
厦门出入境五大队教导员周向青告诉记者，该新
政实施后，港澳居民无须返回港澳地区，减少了不必要
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
据了解，新政在保持申请条件不变、申办手续不
变、审批要求不变的基础上，申请人可以通过窗口申
请、
提交材料、缴纳办证费用、自愿选择证件邮寄服务，
一次性完成所有申办手续。
港澳居民可通过出入境政务服务平台网上查询受
理地点、
自助查询办证进度等多项信息。
新政实施后，办证时间缩短为 7 个工作日，有紧急
需求者还可通过“绿色通道”实现“急证即办”。在节省
时间成本的同时，
也减少了交通费用的支出。
（柯恺筠 黄华军）

双节假期
厦门旅游消费全面复苏
本报讯 厦门市税务局 10 月 12 日发布的增值税发
票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厦门住宿餐饮
娱乐等行业消费市场呈现全面复苏态势，实物消费市
场交易持续活跃。
数据显示，
8 天长假期间，厦门批发零售业开票金额
达 14.15 亿元，
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6.85%。其中，
个
人消费中服装消费同比增长 108.94%，
珠宝首饰销售同比
增长 81.47%，
钟表、
眼镜消费同比增长 166.85%；
与居民装
修相关的家具消费同比增长 61.26%，五金消费同比增长
111.37%，
陶瓷、
石材装饰材料零售同比增长 292.94%，
其
他室内装饰材料消费同比增长 83.2%。
长假期间，厦门实体商超的开票金额呈增长态势，
百货商场零售同比增长 6.06%，超市销售额同比增长
15.49%。餐饮住宿和旅游等服务消费也快速反弹，10 月
1 日至 8 日期间开票金额达 1.24 亿元。餐饮业日均开
票金额同比增长 42.2%，
其中餐厅酒楼消费金额同比增
长 34.1%。住宿业日均开票金额同比增长 20.11%，
2020
年以来首次超过上年同期。
此外，厦门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也出现大幅增长
态势，
假期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8.02%。其中，
疫情
期间受到重创的娱乐业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144.64%，
复苏态势明显。
据悉，为帮助厦门旅游消费市场加速回暖，今年以
来，市税务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落实税费优惠政
策，
支持旅游业复工复产。随着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增
值税减免等一系列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加快落
地，
厦门旅游餐饮行业负担持续下降，
活力日渐恢复。
（陈泥 徐然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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