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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夏日

万木争荣，晒成绩、比进度、争先进，

厦门市各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开

足马力提速增效，如火如荼全力推

进。6月 16 日，市建设局 (市重点

办)、市发改委联合晒出成绩单，对

各区、各指挥部、各责任单位及市属

国企单位 1-5 月推进省市重点项

目建设情况进行晾晒。

抓招商、促发展，抓项目、增后

劲。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省委十届十

二次全会精神，按照全市有效投资

促进大会、季度经济会议要求，加快

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千方百计

抓项目、争分夺秒抢进度，持续为厦

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建

设局(市重点办)加强调度指导，坚

持对标对表，推动各区、各指挥部、

各责任单位及市属国企单位争先进

位，在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开门红”

基础上，实现“季季红”“全年红”。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1-5 月，省市重点项目建设交出亮

眼成绩单。全市 409 个省市重点项

目计划投资 441.1 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 721.7 亿元，完成序时计划

163.6%，完成年度计划 55.3%，提前

一个月实现“投资任务完成过半”。

一大批新的重点项目建设落地，

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1-5

月，厦门市计划开工项目29个，实际

开工29个，开工率100%；计划竣工6

个，实际竣工7个，竣工率116.7%。

与此同时，为保障重点项目建

设，土地房屋征收工作跑出“加速

度”。1-5 月，市重点项目土地房屋

征收计划交地 4908.1 亩，实际交地

9586.1 亩，完成序时计划 195.3%，

完成年度计划 54.3%。

在比学赶超中狠抓落实，在争先

进位中奋发向上，“赶出闯劲、赶出拼

劲、赶出质量效益”，一种你追我赶、干

事创业的火热氛围正在鹭岛升温。集

美区政府、环东海域新城指挥部、火

炬管委会（含同翔指挥部）、建发集团

在 1-5 月省市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中

表现突出，名列各考评组别第一；翔

安区政府在省市重点项目土地房屋

征收完成情况中位列第一。（袁舒琪）

本报讯（记者黄佳畅）6 月

11 日，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张毅恭带队赴同安富贵鸟

（厦门）实业有限公司、金路通

新材料有限公司、厦门东纶股

份有限公司走访调研，考察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了解企业发

展情况和需求，为企业提供有

效帮助和指导。

张毅恭实地走访企业生产

车间、展示仓库等，深入了解企

业经营状况、人员结构、管理政

策等方面信息，鼓励企业在新

的阶段实现产值突破。他指出，

企业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加

大优质产品的研发投入，增加

产品市场竞争力；注重经营与

环保“两不误”，确保企业绿色

经营生产，实现循环经济；提高

员工相关待遇，增强企业的就

业竞争力，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他强调，政府相关部门要加

大支持企业科技研发力度，实

现高质量发展；针对企业遇到

的难题，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

题导向，结合政策寻找优化解

决方案，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激发企业

新活力。

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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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党组书记陈

永东及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

民革市委、市发改委、市人社局、

市工信局、市税务局、侨资企业

联络中心等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 《厦门火炬高新区进一

步推进企业提质增效的若

干措施》（简称《措施》）近日

出台，围绕鼓励做大做强、

鼓励智能制造、鼓励产融结

合等三大方面，致力于推动

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这也是高新区学党

史，悟思想，把“服务高质量

发展———火炬在行动”切

实落在为园区企业办实事、

谋发展上的重要举措。

据火炬高新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措施》

精准聚焦，细分 11 条措

施，且含金量十足，预算资

金 2亿元。而为了推动政

策尽快落地见效，申报也

十分便捷: 所有政策全部

线上受理，11 条政策措施

中还有 8条措施“免企业

申报”———企业无需再提

交申请材料，由高新区管

委会调取相关材料后，直

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拨付

配套奖励资金。

向“智造”要竞争力，

已成为许多火炬高新区企

业提质增效的一大突破

口。《措施》在智能制造方

面力度空前，鼓励企业打

造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对

符合条件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

1000 万元补助。同时，《措

施》鼓励企业智能化改造，

鼓励智能制造服务商集聚

高新区。企业只要通过“火

炬高新区智能制造服务平

台”采购设备、购买整体解

决方案或诊断服务，均可

获得补助。提供服务的智

能制造服务商最高可获得

300 万元的奖励。

《措施》提出，对企业

技术改造、无尘车间建设

进行奖励。其中，技术改造

的新政策不设置“税控”，

也不设置补助上限。《措

施》还鼓励小企业上规模，

支持企业增产增效。产值

首次达到规模以上标准并

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

台统计的工业企业、纳统

满三年的企业，以及工业

产值较前三年增长达到一

定要求的工业企业，都可

获得奖励。

精准滴灌的金融服

务，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加油

助跑。《措施》鼓励金融机

构、股权投资类企业集聚，

通过“火炬高新区金融服务

平台”服务企业或投资企

业。其中，对于为中小微企

业放款超 1亿元的金融机

构，《措施》按放款额的千分

之二给予奖励，单家机构最

高奖励100万元；对于为中

小微企业投资超 500 万元

的股权投资类企业，除市级

奖励外，还叠加给予高管

个税 50%奖励。

《措施》对“税易贷”金

融业务做了进一步优化。亮

点包括: 设立资金风险池，

为担保机构和银行分担“税

易贷”风险；鼓励担保机构

为中小微企业担保，按实际

担保额予以分档补助。

（林露虹管轩幼君）

本报讯（记者翁舒昕）6 月 11

日，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厦门市委员会

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厦门国际跨

境电商产业展览会在厦门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该展会历时 3天。

本次展会以“跨境互联·货通全

球”为主题，旨在打造跨境电商行业

高端合作交流平台，为各国跨境电

商企业消费精品、共享中国市场机

遇提供舞台，也为中国各地消费精

品亮相国际舞台创造机遇。展会期

间，配套举办中国厦门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亚马逊全球开店

卖家发展峰会、沃尔玛北美新机遇

等 20 多场活动。依托本次展会，还

举行了“闽菜宣传推广(厦门)启动

仪式暨沙县小吃华夏行厦门站”以

及“闽味出海”餐饮产业投融资对接

会，为闽菜文化和沙县小吃推广搭

建平台。

中国商务部外展事务局副局长

金虹表示，在厦门举办国际跨境电商

产业展览会与厦门的突出优势和产

业特色相得益彰，也将为推动跨境电

商产业发展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注入新的活力。厦门市贸促会会长张

全军介绍说，本次展会不仅着眼于供

应商和卖家、以及工厂和平台的对

接，而且着眼于创新的思路和逻辑、

以“资本”和“品牌”为杠杆，通过产业

投融资对接会、资本论坛等方式，打

造粘性更强的产业平台。

据了解，厦门是国务院批准的第

三批跨境电商综试区之一。近年来，

厦门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持续大幅增

长，占外贸比重总体保持在 20%以

上。2020年，厦门跨境电商零售进出

口 25.56 亿元，同比增长超 4倍。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

报道 据木鸟民宿数据显

示，今年端午节假期，厦门

进入全国十大热门旅游目

的地榜单。驴妈妈的相关

数据显示，端午节期间，厦

门入围国内长线游热门目

的地前十。

游客对厦门的热情也

体现在景区接待数据上。记

者从厦门市文旅局获悉，鼓

浪屿、胡里山炮台、集美鳌

园和同安影视城等四个省

文旅厅重点监测景区端午

节假期共接待游客 10.83

万人次，同比增长46.35%。

今年端午节假期恰逢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惠和

石文化园开展非遗宣传展

示、展演活动。“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经典传统

歌仔戏在文化艺术活动中

心、胡里山炮台等地举行，

吸引了不少新老戏迷。漆宝

斋传承研习成果展在漆宝

斋漆艺传习中心举办，高超

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集美区

举办龙舟文化节系列活动，

邀请市民游客在龙舟池畔

包粽子、划龙舟、看汉服表

演，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陈翠仙彭军）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轨道交通 6

号线涉铁段土建工程报建信息公

布。项目位于同安区后吴公寓东侧

至新建福厦高铁北侧，总投资约

38422 万元，项目拟 7 月开工，预计

2023 年 2 月建成。

据早前规划消息，6号线起于海沧

东孚镇林埭，终于同安五显镇新店仔。

串联了马銮湾新城、杏林老城区、集美

新城、同安新城、同安老城区等大型居

住区，途经新阳工业区、杏林湾商务运

营中心、厦门现代服务业基地丙洲片

区、现代服务业基地美峰片区、同翔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同安片区等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产业园区。

出台硬核新政 贴心服务园区企业
火炬高新区 11 条举措含金量十足

助力智能制造产融结合

端午假期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厦门开展非遗宣传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厦门市公布 1-5 月项目推进成绩单

总投资 3.84 亿！
厦门地铁 6号线
拟 7月份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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