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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总部经济发展大会召开 胡昌升讲话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0
月 23 日，
厦门总部经济发展大会
在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各地
的世 界 500 强 、 中国 民 营企 业
500 强、跨国公司、大型央企等高
能级企业代表和本地总部型企业
代表、知名投资、金融、咨询机构
代表相聚鹭岛，
共谋合作商机，助
推厦门总部经济加快发展。
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
书记胡昌升在大会上讲话，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家东、市政协主
席魏克良出席，市委副书记陈秋
雄主持。
胡昌升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勉励新时代经济
特区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
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
顿、
开放不止步，
努力续写更多
“春
天的故事”
。厦门市召开总部经济
发展大会，
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站在新的起点
上，
与大家携手推进厦门总部经济
发展，让企业与城市共同成长，
加
快把厦门打造成为东南沿海重要
的总部经济集聚地。
胡昌升指出，加快发展总部
经济是厦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

择，这是城市能级再提升的重要
引擎，是产业发展再提升的有力
抓手，是企业价值链再提升的迫
切需要。厦门是区位优越的国际
枢纽，
与世界高度联通，与东南亚
人文相通，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便
捷的交通条件是发展总部经济的
重要基础。作为充满活力的经济
特区，厦门拥有多区叠加的政策
优势、对外开放优势和科研人才
优势，可以为企业总部提供丰富
的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厦门是
宜业宜商的区域中心，这里有完
整的产业体系、
完善的基础设施、
健全的专业化服务体系、良好的
营商环境。厦门还是美丽温馨的
幸福家园，
在这里发展总部经济，
不仅优势明显，
而且未来可期。
胡昌升表示，厦门将紧紧围

绕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的
战略定位，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
引导相结合，壮大总量和优化结
构相结合，大力引进和重点培育
相结合，力争到 2025 年，新增总
部企业超过 100 家，总部经济营
收和利润均超过全市企业的一
半，税收收入达到全市税收收入
30%，使厦门成为国际知名、
“海
丝”沿线和东南沿海领先的总部
经济核心区。重点发展“四类总部
企业”
，
即面向
“海丝”的国际性总
部企业、东南地区区域总部、职能
性总部、成长型总部。科学布局
“一基地多中心”，加快建设滨北
超级总部基地，加快推进两岸金
融中心建设，加快提升观音山—
五缘湾商务营运中心总部经济功
能，加快推进岛外新兴商务中心

保障上再加力，着力优化土地、人
才、
资金等要素供给，努力满足总
部企业发展的全要素需求，让总
部用地和购房更加灵活、金融支
持更加有力、
人才配套更加贴心。
在优质服务上再加力，建立便捷
沟通机制，简化政策兑现程序，打
造专业服务队伍，
以高效便利、高
端专业的服务，为总部企业从谈
判落地到深耕发展全生命周期保
建设，
形成岛内外联动、
产业功能
驾护航。我们一定以最真挚的热
突出、
环境生态优美、
总部效应明 情、最开放的姿态、最贴心的服
显的总部经济空间布局，打造吸 务，与大家一道推动总部企业在
引总部企业的
“强磁场”
。持续加 厦门生根开花，让厦门总部经济
大招引和培育力度，坚持一手抓 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增量，
一手优存量，
拓宽多元招引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渠道，
打造专业服务高地，
大力培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
大
育本土总部企业，不断提升厦门 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黄陈宏，
ABB
总部经济的规模和效益。
中国高级副总裁、
ABB 中国电气
“参天大树之下，
必有一方沃 负责人赵永占，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
土。”
胡昌升说，
我们将加力营造
人、
公共事务总裁闻佳，中金资本
适宜总部企业成长的良好生态， 董事总经理肖枫，
德勤中国业务发
让厦门成为总部经济茁壮成长的 展中心主管合伙人谈亮等企业家
沃土。在政策扶持上再加力，
厦门 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近期专门出台了扶持总部经济发
会上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展的配套政策，
降低认定门槛，加
共有 23 个区域总部项目在现场集
大落户经营激励，加大能级提升 中签约，
总投资 736 亿元。据悉，
本
激励，
加大产业链整合激励，保证 次大会期间全市共签约项目 66
企业深耕厦门，
安心发展。在要素
个，
总投资 1135 亿元。 （蓝碧霞）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在 10 月 23 日举行的厦门
总部经济发展大会项目签约
仪式上，佳龙蓝地球文化旅
游产业总部、恒瑞医药区域
总部、哈啰出行全域管理平
台等三个区域总部项目“抢
滩”马銮湾新城，成为助推新
城高质量发展超越的重要引
擎。“寸土寸金”的马銮湾新
城积极做大做强总部经 济，
推动优质产业资源聚集，为
厦门“跨岛发展”战略输送强
劲动力。

据悉，佳龙集团携手马銮
湾新城，
计划来厦设立文化旅
游产业总部，同时在集美岛投
资兴建“蓝地球”大型文旅项
目；
恒瑞医药将投资建设区域
总部暨新药研发中心，
在化学
合成实验室、生物实验室、
疫
苗实验室、制剂实验室、分析
实验室、
分析测试中心等方面
发挥龙头作用，助力马銮湾新
城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哈
啰出行将参与马銮湾新城慢
行道规划和智慧交通建设，
搭
建全域管理平台，并打造“阿

里智慧出行全国示范区”
……
可以预见，
总部经济的辐射带
动效应将为马銮湾新城产业
布局发展带来强劲的促进作
用。
今年以来，马銮湾新城片
区指挥部紧抓“岛外大发展”
战略机遇，
把
“招大引强”
作为
核心工作，下“狠”劲打通堵
点、加快落地，用“拼”劲积极
策划、招优引强，使“巧”劲创
新方式、精准对接，铆“冲”劲
打造队伍、激发活力，不断优
化提升营商环境，
为企业量身

提供全方位服务。优质总部项
目成功
“牵手”
马銮湾新城，折
射出投资者对新城招商工作
的认可及发展前景的肯定。
“接下来，马銮湾新城将
继续贯彻市委、
市政府部署要
求，坚持加大力度发展总部经
济的战略选择，并以此打造
‘强磁场’
，吸引更多大商、优
商，全面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益
和质量，
将马銮湾新城打造成
为前景广阔的
‘未来之城’
。”
马銮湾新城片区指挥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汤海波）

本报讯 （记者 黄佳畅）
10 月 28 日，厦门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张毅恭带队，
走访
调研侨资企业顶峰公司嘉丽
广场项目二期，
了解项目开工
建设情况，
帮助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中遇到的难题。
张毅恭带队来到嘉丽广
场项目二期施工现场实地考
察，
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工程
进展的介绍，
对工程规划与开
工效率给予肯定。调研中，张

毅恭表示，
市委统战部及各有
关部门密切关注项目进展，
对
于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将高度重视，坚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帮助协调解决问
题，
大力支持项目推进。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市资规
局、市建设局重点办、思明区
政府和鹭江街道相关负责人
等陪同调研。
据了解，顶峰公司嘉丽

广场项目位于思明区鹭江道
两边，拟建办公楼、酒店和商
业裙楼。2017 年底，嘉丽广
场项目二期设计方案初步通
过，经多次修改后于日前正
式动工。 该项目的 落 成，将
进一步完善鹭江道区域商业
配置，并促进顶峰集团在厦
更多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嘉丽广场
项 目 为菲 律 宾 JG 顶峰 集 团
旗下在华公司投资的项目。菲

律宾 JG 顶峰集团创始人吴奕
辉先生出生在鼓浪屿，
1 岁时
离开中国，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
家乡，
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慈善
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吴奕辉
先生一直很关注嘉丽广场项
目，2019 年底去世前 仍念 念
不忘该项目的进展。顶峰公司
表示，
将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
设，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添砖
加瓦，
同时彰显华侨华人的爱
国爱乡情怀。

首届厦门企业家日
暨 2020 中国（厦门）商人节
11 月 1 日举行
本报讯 2020 中国（厦门）商人节将
于 11 月 1 日如期举行。10 月 22 日记
者从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的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企业家日暨
2020 中国（厦门）商人节以“弘扬企业
家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其间
还将举行惠市嘉年华、艺术展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
商人节自 2014 年两岸华商共同倡
议重启后，
到今年已是第六届。本届商
人节纪念大会上，厦门将对厦门市
2020-2021 年 度 龙 头 骨 干 民 营 企 业 、
“爱心厦门”
建设典型、脱贫攻坚突出贡
献单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赠优秀组
织单位、
福建省
“四好商会”等进行授牌
表彰。今年还首次设立惠市嘉年华，以
展会的形式进一步强化
“惠市、惠民、惠
企”
宗旨。展会将设主题展区、品牌馆、
临夏州消费扶贫等 6 大展区，同时引入
数字手段，
启动
“云展会”
。
本 届 企业 家 日 暨 2020 中 国 （厦
门）商 人 节 将 特 别 组 织“ 特 区 四 十 周
年民营经济发展成就艺术展”，邀请
民营企业界书画爱好者与艺术名家
一起写生财富中心等；作品还将后续
进行慈善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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