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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1 日，福建省

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

主持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协商座谈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征求

党外人士对制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的意见建

议。市委领导黄文辉、张毅恭出席

会议。

座谈会上，陈昌生、黄世忠、

吴丽冰、王焱、徐平东、陈紫萱

等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

导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

言，对“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的发展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载体平台等提出意见建议，

积极建言献策。

胡昌升通报了市委关于“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建议的起草情况。他表示，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

表，对如何加快厦门高质量发

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的意

见建议切中肯綮，充分体现了

“同心同向”的政治意识、参政

议政的履职能力和水平，为市

委高质量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建议提供了重要参考，市委将

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将大家的

好建议转化为实际成效。

胡昌升指出，“十四五”时期

是厦门乘势而上，奋勇前进，更

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超越，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厦门篇章

的重要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

四五”规划，对于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

一步弄清楚“厦门现在在哪里、

未来往哪里走、怎么走”，系统

梳理战略方向、目标举措、平台

路径，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奋

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

水平更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坚持政治站位，主动履职

尽责，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研究

论证，在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率先探索

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新发

展目标上更好献计出力，为规划

编制和落地实施，为努力实现

“十四五”期间全市经济行稳致

远、社会安定和谐，进一步凝聚

共识、凝聚智慧、凝聚人心、凝

聚力量，合力在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厦门篇章

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何秀珍，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曾庆军参加会议。

（市委统战部党派处）

本报讯（记者 尤怡铃通

讯员 林珍珍）12 月 12 日，

厦门市侨联召开十六届五次

全委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张毅恭出席并作讲话。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何秀珍作关于厦门

市侨联领导班子调整的说

明，介绍市侨联十六届五次

全委会议增补人选基本情

况。

会议审议通过《厦门市

侨联十六届五次全委会议相

关人员卸免增补选举办法

（草案）》，增补选举市侨联党

组书记陈俊泳为市侨联十六

届委员会主席，党组成员林

中英为十六届委员会副主

席。因疫情无法来厦参会的

港澳委员通过线上表决的方

式参与会议。

张毅恭在讲话中对市

侨联近年来的工作成绩表

示肯定，并提出期望：要凝

聚侨界同心力量，在工作中

更加注重发挥厦门的侨乡

优势，进一步打好新时代

“侨”牌。要重视发挥侨界

优势，以侨架“桥”，以侨招

商，以侨引才，更好地服务

中心大局，为共同建设厦门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创新基地献计出力。要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构建和

谐侨胞之家，扎实推进侨联

机关党的建设，下大力气探

索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路方

法和工作模式，不断提升为

侨服务工作层次和水平，让

为侨服务更有温度，让侨界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

充盈。

新当选的陈俊泳主席、

林中英副主席作表态发言。

陈俊泳表示，将带领班子从

加强学习提升能力、团结班

子带好队伍、勤勉尽职推动

工作、廉洁自律落实“一岗

双责”四方面努力，与大家

共同努力谱写厦门侨联事

业发展新篇章，展现侨联新

作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12 月 11 日，在江苏无

锡举行的“中国关务发展大

会暨太湖关务节”活动上，

“2020 年中国十大海运集

装箱口岸营商环境测评”正

式发布，厦门口岸继去年夺

魁之后，今年再次斩获第一

名。

在国务院“放管服”改

革持续推进、中国整体营商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的大背

景下，中国报关协会、北京

睿库贸易安全及便利化研

究中心对 2020 年中国十大

海运集装箱口岸营商环境

联合开展了测评活动。测评

结果显示，厦门口岸综合得

分位列第一，青岛、宁波分

列二、三位。

此次测评借鉴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方法论，按照中

立、客观、公正的评测要求，

针对成本、时效、监管环境、

商事服务、信息化及无纸化、

其他配套 6 个一级指标，以

及 21个二级指标，通过在线

问卷调查和公开数据整理分

析，汇总计算得出相应分值。

记者从厦门自贸片区管

委会获悉，今年以来，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经济形

势，作为国内重要的外向型

经济城市，厦门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稳外贸稳外资工

作，以提升口岸营商环境为

抓手，出台一系列有力有效

的政策举措，切实为企业纾

困解难。

一段时间以来，厦门自

贸片区管委会、厦门海关、市

口岸办、厦门港口局、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一线部门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不断优化通

关环境。在降费减负方面，免

征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

安费和港口建设费；在提速

增效方面，全面推广集装箱

货物提货单及设备交接单电

子化操作业务，港口物流单

证全面进入无纸化时代，并

先后推出集装箱“卸船直提”

“抵港直装”作业模式，提升

港口应急服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自

贸片区以“数字自贸区”建设

为契机，着力构建国内一流

的数字基础设施: 全国首个

5G 全场景应用项目落地远

海码头，海润码头自动化改

造项目开工，智慧港口建设

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口岸营

商环境建设插上“数字化”翅

膀，企业获得感不断提升，政

府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在厦门市委、市政

府正确领导下，厦门口岸各相

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工作部署和各部委要求，紧紧

把握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创新基地和“丝路海

运”契机，对标学习借鉴各兄

弟城市先进经验，以更加创新

的思维、更加务实的举措、更

加奋发有为的干事热情，努力

推动厦门跨境贸易便利化再

上新台阶，提升国际一流口岸

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贡献改革

力量。 （崔昊庄永忠）

胡昌升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厦门口岸营商环境测评再次斩获第一名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12 月 14 日，

2020亚马逊全球开店线上跨境峰会召开，大

会以云端互动的形式举行，汇聚行业大咖及

数万优质中国卖家参与。记者从会上获悉，全

球消费者线上购物趋势的发展，正在带动越

来越多的知名品牌商、工厂型企业、外贸企业

等加速转型步伐，积极布局出口跨境电商。

记者从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获悉，今年

以来，厦门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迅猛增长。数

据显示，1月 -11月，以象屿跨境电商产业园

和厦门进出境邮件快件监管中心为核心的寨

上园区申报 9610 出口 477.89 万票，金额

7.33 亿元；以雨果网及厦航跨境监管中心为

核心的机场园区申报 9610 出口 118.52 万

票，金额 1.95 亿元。

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跨境电商包裹出口

需求，近期，厦门已陆续开通了至比利时、美

国纽约、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空中货运航

线。这些新航线的开通，解决了厦门及周边地

区旺盛的航空货运需求，极大地缓解了跨境

电商旺季的空运压力，助力企业加速拓展海

外市场。 （崔昊）

加强华侨历史文化宣传
及馆际交流

厦门市政协副主席李钦辉

一行走访调研华侨博物院

本报讯 为深入了解厦门华侨历史文化

和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情况，12 月 8 日上

午，厦门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钦辉带

队走访调研华侨博物院，市政协文史学委主

任邱太厦等 6 人陪同调研。

李钦辉一行参观了华侨博物院基本陈

列“华侨华人”、“自然馆”、“陈嘉庚珍藏文物

展”以及临时展览“普洱岁月 古道春秋———

普洱茶马文化风情展”，了解华侨博物院在

藏品保护、陈列展览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情

况。

李钦辉表示，博物馆之间的馆际交流，

有助于满足公众对精神文化的多元化需求，

促进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并对华侨博物

院在华侨历史文化宣传及馆际交流方面所

做的工作表示肯定。

厦门跨境电商出口迅猛
多条空中货运航线开通

海归看厦门创新研讨会在厦举办

逆势突围：化疫情为“机遇”

《拉贝日记》背后：

绵延83年的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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