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记者 2 月 24 日从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获

悉，日前商务部办公厅通

报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有关情况，其中，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功能区类基

地前三名依次是厦门自

贸片区、西安高新技术开

发区、中国（浙江）影视产

业国际合作区，厦门自贸

片区综合评价 91.4 分。

通报指出，厦门自贸片

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文化

产业外向度较高，文化贸

易发展迅速，对台文化交

流与贸易亮点特色突出，

基地文化产业增加值、文

化服务进出口额、文化交流

平台建设方面指标优秀。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

积极发挥基地外溢效应、

辐射效应，立足两岸、深度

对接“一带一路”，围绕艺

术品、创意设计、影视演艺、

数字内容与新媒体及新闻

出版发行五大产业领域，

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平台，

加速推进“文化出海”，助

力厦门文化产业“腾飞”。

在“文化出海”的热潮

中，厦门企业积极添砖加

瓦，婉宁文化的《共生

缘———峇峇娘惹情》先后

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地主流媒体播出；丹溪

映画与央视合拍的纪录片

《美丽南洋》通过中视国际

长城精品频道在美洲国家

和地区播出；连续多年支

持举办东南亚中国图书巡

回展，吸引境内外400 多

家出版单位参展，达成图

书版权输出意向2142项。

在创新两岸文化交

流方面，厦门自贸片区充

分发挥自身负面清单优

势，率先引进大陆首家台

商 独 资 演 艺 经 纪 机

构———量能文化，青红音

乐、日光橘子、拾喜塘等

一批台湾影视演艺公司

和创作人纷纷来厦发展，

累计引进台资文化企业

百余家，成为文化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在着力打造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台

图书集散分拨中心”方

面，厦门对台出版物进口

额和出口额在大陆占比

分别达 70%和 60%，稳居

大陆首位。（崔昊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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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2 月

7 日，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赵龙走访各民主党派市委机关，并

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代表座谈，共叙情谊，共谋发展，共

迎佳节。

走访座谈中，赵龙代表中共厦

门市委，向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

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并对大家过去一年为全市发展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

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国桂荣、陈昌

生、黄世忠、吴丽冰、王焱、徐平东、

黄培强、陈紫萱、柯希平、舒婷，围绕

创新引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海洋经济发展、引进高水平人才、建

设未来科技城、强化金融支撑、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探索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赵龙认

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有关情况，与

大家深入探讨，逐一回应大家关切。

赵龙说，大家的发言，既饱含深

情，又极具水平，既有全局高度、又

有实践深度，很受启发，很有收获。

他表示，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面

对疫情严重冲击，厦门各项事业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这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省委直接领导的结果，是全市

上下团结奋斗的结果，离不开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鼎

力相助和无私奉献。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也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使命

光荣。希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

泛、资源丰富的优势，认真履行职

能，集聚智慧力量，为更高水平建设

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共同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赵龙希望大家始终把握正确政

治方向，继续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做中

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

事；始终坚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

务并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结合“再

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对重大问题作系统研

究，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研究，为促进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对策建

议；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把思想

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

序做好换届工作，规范组织发展程

序，不断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水平。

赵龙表示，中共厦门市委将坚

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一如既

往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履行

职能、开展工作，努力推动厦门多党

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陈沈阳、张毅恭参加走

访座谈。 （蔡镇金）

本报讯 2 月 18 日下午，厦门市

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联合举办 2021

年“闽商回归”招商会。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出席会议，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

记陈永东主持会议。

会上通报了 2020 年厦门市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厦门投资政

策，并以座谈会的形式交流闽商回

归投资意向及项目。来自新加坡、缅

甸、马来西亚、柬埔寨、南美洲等国

家和地区的工商社团和全国各地

17 个福建、厦门商会以及香港、澳

门地区的厦门联谊总会负责人近

40 位嘉宾欢聚一堂。他们结合各自

的发展实际，围绕家乡建设发展，积

极出谋献策，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张毅恭表示，民企、侨企是厦门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市政府

将积极营造亲商、重商、敬商的浓厚

氛围，一如既往支持厦门民企、侨企

发展，同时也对他们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积极捐款捐物、全力复工

复产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他强调，海外工商社团、异地闽

籍商会、异地厦门商会要进一步发

挥与外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当好厦

门的宣传员，希望大家把握发展机

遇，积极参与“闽商回归”工程，吸引

更多企业来厦投资发展，助力厦门

“大招商，招大商”工作，以实际行动

助力厦门在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

报道，记者日前从厦门市

发改委获悉，经闽西南协

同发展区联席会议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厦门、

漳州、泉州、三明、龙岩五

市“十四五”重大工程清

单已印发实施。据悉，清

单共有 241 个项目，总投

资约 19925 亿元，“十四

五”期间计划投资约

10682 亿元。其中，涉厦项

目共计 44 个，总投资

4632.8 亿元，“十四五”期

间计划投资约 1893.5 亿

元。

涉厦重大项目紧密

对接《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发展规划》，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区域发展重点领

域，着力促进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协

同，带头推动协同发展区

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其中，基础设施项目

有 28 个 ， 总 投 资 约

2868.8 亿元，围绕联合打

造大港口、大枢纽、大通

道，聚焦打通关键通道和

重要节点，推进一批铁

路、轨道交通、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港口、机场、综

合客运枢纽等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围绕完善协同

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共享，优化能源结构和布

局，推进建设一批重大水

利、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产业协作项目有 9

个，总投资约 1473.8 亿

元，在集成电路和光电、

新材料等重点发展产业

链群，加快打造一批具有

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区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项目，加快布局一批跨区

域产业转移和协作项目

和园区共建项目。

公共服务项目有 7

个，总投资约 290.2 亿元，

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

体育等领域，着力建设一

批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增强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提升区域影响

力的项目。 （张诗）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近日，

厦门重点项目建设热潮也是一浪

高过一浪。记者了解到，由市政集

团下属市政开发公司代建的翔安

西路（海翔大道―翔安南路段）项

目春节后作业面不断扩大，为实现

明年上半年全线完工的目标全力

拼搏。

翔安西路（海翔大道―翔安南

路段）的控制性工程———东坑湾大

桥，是继马新大桥之后第二座跨东

坑湾的大桥，桥梁长 1086 米，预计

明年上半年建成。记者在现场看到，

东坑湾大桥正在进行下部结构施

工，全桥共有 54 座墩台，目前已经

完成 33 个承台、14 个墩柱，近百名

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据了解，翔安西路采取分段建

设模式，北段和南段已建成通车，正

在建设的翔安西路（海翔大道―翔

安南路段）属于中段。等到中段建成

后，翔安西路也将全线贯通，届时，

同安区和翔安北部片区居民可通过

翔安西路到达大嶝大桥，通往厦门

新机场将更加便捷。

“十四五”期间闽西南
将建 241 个重大项目

涉厦项目共 44 个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综合评价
厦门自贸片区获高分

赵龙与党外人士代表座谈

东坑湾大桥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
长度 1086 米，方便同安翔安居民前往新机场

翔安西路（海翔大道―翔安南路段）道路工程为省市重点项目，位于翔

安区东坑湾片区，北起海翔大道，采用桥梁上跨东坑湾，终点下穿翔安南路

后与开放通车的翔安西路南段顺接。路线全长 6.45 公里，双向六车道，预

计 2022 年上半年完工。 （吴海奎洪扬扬）

项目名片

东坑湾大桥效果图

华裔留学生留厦包饺子过“团圆年”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

再迎社团入驻

马来西亚归侨郑克成

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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