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经过

为期四天的展览展示、交流对接，第

十三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海峡两岸文博

会”)12 月 7 日在厦闭幕，93 个重大

文旅项目达成合作意向，项目总金

额 388.21 亿元。现场交易额 82.65 亿

元，其中，订单额 82.45 亿元。

本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以促进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共举办 2

场主旨论坛、6 场引资专场、6 场平行

论坛、6 场专业赛事共计 20 场线下

活动，并邀请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华

侨城文化集团、中青旅控股股份、中

国电影股份等文化企业三十强、旅

游企业二十强和部分优秀文化产业

园区代表、金融机构等企业代表莅

临参会，以高端项目推荐促进招商

引资实效，共计 93 个重大文旅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项目总金额 388.21

亿元。现场交易额 82.65 亿元，其中，

订单额 82.45 亿元。在加强台湾展商

与大陆企业合作对接方面，特别是

针对台湾企业区域拓展、适应新业

态变化等需求，组织台湾一口吃乌

鱼子、闽南朝天宫文创、台湾新斋堂

等 60 多家涵盖文创、伴手礼、茶文

化、传统手工艺、文化出版物等领域

的企业与同程、阿里、银联等大陆头

部文旅 App、头部直播电商、头部金

融机构就营销创新、直播带货、区域

拓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对接，实现对接

提质增速，共促两岸经济友好往来。

“云端”搭台，文化筑桥。本届海

峡两岸文博会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打

造数字文旅“新标识”。展会充分利用

“5G+XR+AR”等最新技术搭建文

博云展平台，进一步扩大活动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文博云展特设一个云

展大厅，文博精选、漫步台湾、八闽市

集三个展区，两岸共计 927 家展商

参与线上云展。文博云展还建立交

易中心、直播中心、福利中心三个数

字中心，集中展现参与文化和旅游部

精品项目对接与交流的重点项目等，

云文博全网总浏览量近 5000 万。

（郭睿彭军陈建文）

本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展出的“王船制作技艺”（许银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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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2

月 8 日，2020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举办，来自金

砖各国政府和业界代表共同见证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

新基地启动。

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厦门

市人民政府、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

方理事会共同主办。工信部部长肖

亚庆通过视频致辞。福建省省长王

宁，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

理事长、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福

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胡昌

升出席并致辞。工信部副部长辛国

斌主持开幕式。

肖亚庆在致辞时说，全球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

演进。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已

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和深化合作的

新领域、新亮点、新方向。我们将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与各方一道加快建设新工

业革命伙伴关系，务实推进数字化、

工业化、创新等领域合作，共同实现

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发展。厦门是

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的举办地，是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

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建

设创新基地有基础、有能力、有条件。

中方将为厦门创新基地建设提供全

方位支持。希望创新基地加强谋划、

找准定位，充分发挥经济特区优势，

积极开展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

开发等领域合作。欢迎金砖各国积

极参与，共同将创新基地打造成为

金砖各国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受省委书记尹力委托，王宁代

表省委、省政府向莅会嘉宾表示欢

迎。他说，共同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着

眼全局、面向未来发出的重大倡议，

为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开辟

了新方向、新征程、新领域。建设金砖

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

地，是福建和厦门肩负的重大历史

使命，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将全力承接好

创新合作项目，努力打造国内大循

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战略通道，积极服务新发展格局，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我们将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创新基地

实质性运作，为深化金砖务实合作

作出应有的贡献。

郭业洲表示，建立创新基地，标

志着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从倡议走向落地，它将为金砖国家

在新工业革命浪潮中把握机遇、以

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激发新的发

展动能提供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我们坚信在创新基地的建设过程中

大有可为，也一定有所作为。金砖国

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将全力支持

创新基地的建设，充分发挥智库作

用，为创新基地建设贡献智慧。

胡昌升表示，在厦门市建立金

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

基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对福建、厦门的关怀厚爱和

充分信任。我们将在党中央国务院

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努力把创新基地建成高质量落实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旗舰项目。

我们将切实当好东道主，为金砖各

国开展交流合作创造最优的环境，

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金砖务

实合作中展现厦门担当。我们将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方位融入

新发展格局，努力将创新基地打造

成为面向金砖国家的高水平开放

经济示范区，向世界展示金砖务实

合作的蓬勃前景和旺盛活力。

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副

部长格鲁杰夫，南非贸易工业和竞

争部工业竞争和增长司副司长伊

尔莎·克拉格，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阿尼尔·基肖拉，金砖国家工商理

事会中方理事会理事、中国通用技

术集团总经理陆益民，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也在开幕式

上发言或视频发言。省市领导赵

龙、陈家东、魏克良等出席。

金砖各国政府、企业、研究机

构和联合国工发组织代表等嘉宾，

聚焦加快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打造“数字金砖”和

“绿色金砖”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论坛还发布了“促进金砖工业创新

合作”项目成果，厦门市与工信部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中国通用

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

签订合作协议。

（蓝碧霞李晓平林露虹）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

数量突破一万家，成为福

建首个企业数破万家的开

发区。截至 12 月 4 日，火

炬高新区在册 企 业数 达

10140 家，今年以来新增企

业数 2361 家。

企业数量作为经济“晴

雨表”，折射出疫情之下高

新区经济逆势增长的旺盛

态势，也凸显了这片创新创

业热土的产业吸附力。今年

以来，火炬高新区坚决做到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坚定不移抓招商

促发展、抓项目增后劲。随

着中航锂电、天马第 6 代

AMOLED、海辰、浪潮、神

州鲲泰等一批高能级龙头

项目入驻高新区，相关上下

游配套企业加速聚集，高能

级项目带动作用日益显现。

与此同时，高新区主动

融入“跨岛发展”重大战略，

加快软件园三期、同翔高新

城等产业载体建设，推进功

能提升，园区产城融合的

“磁吸力”带动了企业数量

快速增长，并助力“岛外大

发展”向纵深推进。

新增企业中，软件信息

服务企业占比最高。一方

面，高新区准确把握后疫情

时代产业发展趋势，紧抓

“新基建”、“不见面经济”等

机遇，招引数字经济“三高”

项目落地；另一方面，高新

区作为数字经济的主体园

区，创新创业环境日趋改

善，创业氛围浓厚，吸引大

批创新创业企业入驻。

企业的聚集，印证了

高新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

化。今年以来，高新区着力

构建人才、金融、土地等全

要素支撑的科创产业发展

生态，提升政策和服务供

给的精准度。尤其是“创新

十九条”的出台实现了精

准化组合型 创新 政 策 供

给；“支持众创空间孵化培

育国家级高企”等创新举

措的实施，使创新创业活

力进一步激发，今年以来

高新区新增 5 家国家备案

众创空间。

高新区更紧扣企业需

求，重点推进企业技术平

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新

型研发机构、科技服务等

四类平台，助力企业破解

技术创新难题。其中一个

亮点，就是近期新启动的

金融、智能制造两大新型

服务平台，以大数据为手

段，实现了企业与服务机

构之间的快速撮合对接，

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助力园区制造业企业向数

字化升级，向价值链高端

攀升。（林露虹管轩雷飏）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近日，厦门第二西通道

(以下简称“海沧隧道”)工

程 A3 标隧道主体结构全

部顺利完成，这意味着海

沧隧道向通车目标又迈进

一步，届时将极大缓解厦

门岛西部交通压力。

厦门路桥工程公司项

目有关负责人介绍:“海沧

隧道 A3 标于 2016 年 4 月

开始施工，在各参建单位

的积极配合下，历时 56 个

月，先后克服了征地难、管

线迁改难、路面交通复杂

等困难。”

项目部在施工中也攻

克了诸多难点。项目部有

关负责人说:“我们的施工

采用明挖隧道的方式，在

明挖隧道基底时，距地铁 1

号线垂直距离仅 6 米 左

右，而我们的围护桩基距

地铁 1 号线结构物仅 2.4

米，保证地铁 1 号线运营

安全和高质量施工都是我

们攻克的内容。”

不仅如此，项目在各

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还攻克了如需要将运营中

的桥墩桩基与周围孤石剥

离开的“下穿华荣高架桥”

明挖隧道施工；在犹如压

有重物的“嫩豆腐”中进行

超浅埋、大跨度下穿兴湖

路暗挖双连拱隧道施工等

诸多难题。

该段隧道主体结构全

部完成，标志着厦门海沧隧

道 A3 标重大风险源全部安

全解除。项目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在后续附属工程的施

工中，将继续加强安全质量

管控工作，确保海沧隧道工

程项目安全优质 顺 利完

成。” （卢剑豪洪恬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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