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佳畅）12 月 23 日，厦

门市侨联召开成立 70 周年纪念座谈会。

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隋军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会议由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陈俊泳主持。

隋军首先代表中国侨联和万立骏主

席，向厦门市侨联成立 70 周年表示祝贺，

向厦门市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侨联

老同志和各级侨联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向关心支持侨联工作的厦门市委市政府

及有关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隋军强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

了“十四五”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深刻认识侨联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继续推进新时代侨联工作高质量发

展。希望厦门市侨联团结动员广大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发扬光荣传统，勇担时代

使命，为实现民族复兴、推动国家统一、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厦门市政协副主席黄奋强出席会议，

福建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翁小杰，中

共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二级巡视员陈

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厦门市侨联机关离退

休老干部代表、基层侨联代表、侨商侨青

代表、归侨联谊会代表、新侨代表等作了

发言。

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胡昌

升，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会见了

隋军一行。

———厦门市侨联成立 70 周年纪念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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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正

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多个方面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2 月 23

日，2020 中国人工智能高峰论坛暨

中国人工智能大赛成果发布会在厦

门举办，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传统

行业、社会管理的融合发展、资本对

接、人才交流搭建桥梁，为人工智能

的创新发展和跨界应用注入新动能。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赵泽良，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公安部副

部长林锐，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

委书记胡昌升出席会议并致辞。中

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等人工智能领

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上，刘烈宏介绍，截至今

年 11 月，中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

71.8 万个，为人工智能海量数据的

成长和传输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建议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各产业深度融

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刘烈宏说，人工智能与 5G、工

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目前我国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千亿元，企

业数量超过2600家，产业持续增长；

现在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数的总

规模近 400 万架，近五年平均增速

超过 30%；大型以上数据中心超过

250 个，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

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当天，论坛发布了 2020 中国

人工智能大赛成绩，28 个团队分别

获得人工智能竞赛 A 级和 B 级证

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

“智能导盲系统”等 15 个项目获评

“AI 创新之星”。

为推动和引领人工智能领域

创新发展，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

指导下，由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多媒体信

息识别技术大赛”于 9 月 17 日在

厦门正式启动。大赛以“融新汇智，

竞促发展”为主题，历经 3 个月的

赛程，比赛圆满结束，竞赛成果也

在 23 日大会上予以发布。

论坛上，厦门人工智能安全研究

院、厦门市人工智能产业园也在论坛

上揭牌成立。同时，有10个落地厦门

的项目在论坛上现场签约，总投资约

40 亿元，涵盖了人工智能基础、技

术、应用及业务合作等多领域。

据介绍，2020 中国人工智能高

峰论坛暨中国人工智能大赛成果发

布会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指导，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

（付敏）

本报讯 12 月 18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发布《国

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名单》，

经地方申报、省级相关部门

审核、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

程序，北京市朝阳区等 51 个

城市（区）列为国家产融合作

试点城市。其中，厦门市入

围第一批延续试点名单，泉

州市、莆田市入围第二批试

点名单。

根据通知，五部门将在

四方面加强对试点城市的工

作指导和政策支持，包括：按

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

开展专项产融对接活动，引

导战略合作金融机构予以重

点支持，加大中长期、信用贷

款供给，构建循环畅通、发展

稳健的产业链生态；优化国

家产融合作平台和工业互联

网产融服务，加强数字技术

应用，完善企业标签体系和

数字图谱，推进数据综合分

析和产融智能对接，全面支

持与地方平台对接，降低企

业融资综合成本；推动中央

层面基金与地方基金加强合

作，开展企业上市联合培育，

畅通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

加强产融合作政策辅导、培

训交流和融资能力建设，及

时宣传推广试点经验成果。

（林侃）

本报讯 12 月 22 日 12

时 37 分，厦门大学海丝一号

卫星，搭乘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升空。它要从空中助力海

洋研究。校方随后发布消息，

卫星进入测控站覆盖区，遥

测信号显示卫星工作正常，

太阳翼、天线均展开正常！发

射任务圆满成功。

厦门大学方面说，海丝

一号卫星使厦大现有海洋观

测能力从水下、地面向天空

的延伸，将有力地提升我们

观测海洋、认知海洋、经略海

洋的水平。

据介绍，海丝一号卫

星由厦门大学、长沙天仪空

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和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三十八研究所等单位联合

研制的。

海丝一号牛在哪儿？海

丝一号是国际首颗 C 波段

轻小型 SAR卫星。其全称叫

合成孔径雷达，在太空中不

断地向地球发射信号并从接

收到的信号中获取信息。这

颗轻小型卫星为 180 公斤左

右，不到传统 SAR卫星的十

分之一。别看海丝一号小，它

可是千里眼，它的成像幅宽

最大为 100km，分辨率最高

可达 1m，同时它又是透视

眼，可以穿透云层进行全天

时全天候观测，不受夜晚和

恶劣观测条件限制。

从校方介绍看，厦大之

所以能发射这颗卫星，和海

洋科学是厦门大学的优势学

科之一密切相关。校方介绍

说，经过近百年的学科发展，

厦大如今已拥有近海海洋环

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

声通信与海洋信息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海洋遥感大

数据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

心、“嘉庚”号海洋科考船、东

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

联合遥感中心及卫星接收站

等一系列重要涉海科研平台

和重大设施。

校方还透露，海丝一号

卫星是“海丝”星座的首发

星，该星座还包括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发射升空的海丝二

号多光谱水色小卫星。

（佘峥）

本报讯 近日，据厦门市

财政局消息，厦门市产业投

资基金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厦门市产业引导基

金参股新增 6 只基金的参股

方案。新增的基金分别为博

润 S多策略基金、金丰博润

基金、武岳峰第三代半导体

基金、中兵国调基金、高新投

金圆基金、国投厦钨基金。

这 6 只基金主要投向供

应链物流、半导体、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领域。近三年来，厦

门市产业投资基金规模持续

壮大，市场化规范化运作水平

稳步提升，产业发展带动作用

日益显现，为特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源头活水。

截至目前，厦门市产业

投资基金参股基金共计 64

只，其中已批复的产业投资

基金参股子基金共 60 只，总

规模 975 亿元，撬动社会资

本 3.5 倍。厦门创投管理的

政府投资基金及自主投资共

计投资厦门本地项目 222

个，合计投资金额 90 亿元。

未来，厦门市产业投资基

金将继续根植厦门，充分发挥

基金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以资本为纽带，引进和培育一

批事关长远发展和重大带动作

用的产业项目；持续深化与国

内外顶尖基金管理团队的合

作，不断壮大基金“朋友圈”，厚

植资本“生态圈”；有效释放基金

的倍增效应，牵引更多优质项

目落地生根，服务招商引资大

局，为全市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超越注入强大的动能。（张诗）

本报讯 12 月 21 日，中国国家广电

总局发布《关于拟批复“中国（厦门）智能

视听产业基地”的公示》。公示指出，福建

省广播电视局申报的“中国（厦门）智能

视听产业基地”经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审

核后，拟予以批复设立。这意味着“中国

（厦门）智能视听产业基地”即将落地。

中国（厦门）智能视听产业基地（筹）

由核心区和拓展区两大部分组成，核心

区位于厦门软件园二期视听产业片区，

拓展区位于软件园三期。将通过聚焦“科

技 +文化”创新基石的双向驱动，推动智

能视听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打造政产研学用一体的国家级网络

视听运营服务和招商引资平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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