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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6

月 18 日上午，厦门自贸数字化

促进中心（下称“促进中心”）揭

牌暨高水平打造数字自贸试验

区研讨会在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举行，标志着厦门数字自贸试验

区建设全面启动。促进中心以联

盟的方式，联合央地政研学企的

力量，高水平推进厦门自贸片区

数字化转型发展，是全省首个央

地合作、市场化运作的数字化促

进中心。

当天上午，厦门市委常委、

自贸委主任倪超，商务部配额许

可证事务局相关负责人等共同

见证了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联

合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 10 多家数

字领军企业和机构分别签署《贸

易数字化战略合作协议》和《厦

门自贸数字化促进中心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并为促进中心聘

请的 12 位专家顾问颁发聘书。

据介绍，去年以来，厦门自

贸片区已落地人工智能物联网

领军企业涂鸦智能、蚂蚁开放联

盟链创新基地、布比区块链等 31

个数字经济项目，总投资额 88

亿元；建成了全国首个 5G全场

景应用智慧港口项目、全国领先

的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前

不久还获评全国十大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示范城市，数字自贸试

验区建设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

目前，厦门自贸数字化促进中心

已经梳理出了数字自贸试验区

第一批重点场景项目清单，除 18

日落地的厦门自贸数字化促进

中心外，今年 9.8 投洽会前，还将

重点推进厦门自贸片区空间信

息基础平台等 7 个项目，力争在

9.8 前上线 1-2 个可参观、可展

示的平台。

未来，厦门自贸片区将重点

突出贸易、口岸、开放等特色优

势，聚焦贸易数字化、产业数字

化、数字创新服务，从数字基建、

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三大方面入

手，在国际贸易数字化方面创出

“厦门模式”，建设贸易数字化示

范区、产业数字化先行区、数字

创新服务样板区，力争打造成为

制度先行、开放引领、创新活跃、

产业高端、治理高效的数字自贸

试验区典范，为全市乃至全省、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探路先行贡

献力量。 （陈元钦洪晓东）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资

本市场中的厦门板块，有望继续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近日，

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

布了《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关于公示 2021 年度首批省重

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的公告》，

确定了 2021 年度首批 200 家省

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其中，注册

地在厦门的共 51 家，数量约为

全省的 1/4，显示出厦门上市后

备军团的雄厚实力。

上市厦企达 59家

数量居全省第一
厦门上市后备企业数量仅

次于福州，福州有 60 家企业入

选。在入围名单的 51 家厦门企

业中，同舟纵横(厦门)流体技术

有限公司、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

限公司、厦门立马耀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等 24 家企业来自厦门火

炬高新区。

2020 年成为厦门企业的

IPO“大年”，9 家公司上市，数量

仅次于 2017 年的 10 家。截至目

前，福建共有 158 家上市企业，

数量居全国第 7。其中，厦门上市

企业达 59 家，数量居全省第一。

据厦门证监局 6 月 1 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厦门有

6家企业正在排队上市。此外，还

有 4 家公司有望即将上市：东亚

机械获证监会注册，正在等待发

行；厦钨新能源获上交所审核，

立达信物联科技获发审委审核

通过，正在等待批文；嘉戎技术

通过深交所审核。另有路桥翔通

等 18 家公司正处于上市辅导备

案阶段。

多层次资本市场

稳步推进推动

上市公司发挥“头雁效应”
据了解，企业被列入省重点

上市后备名单后，在当年完成股

份制改造的，可享受省级财政关

于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股份制

改造的有关奖励政策(以《福建省

推动企业直接融资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有关要求为准)。具

备科创板上市潜力的企业应同

时满足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条

件，可依照上述规定享受奖励政

策。

厦门市多层次资本市场稳

步推进，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培育

成效显著。2020 年厦门市上市后

备企业共 300 家。去年 5 月，厦

门颁布实施《进一步推动厦门市

上市公司培育和质量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从融资支持、培训支

持、人才支持、监管服务等方面

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发展。行动

计划提出，要以科创板、创业板、

新三板改革为契机，通过完善上

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机制，让更

多有实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进入

资本市场，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上市公司更

好地发挥“头雁效应”起到推动

作用。 （张海军）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市拟扩大荣誉市民授予

范围，“非本市户籍的其他国

内人士”对厦门市有突出贡献

的，也可授予荣誉市民。6 月

22 日，厦门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了

《厦门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

法(修正草案)》。

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

1996 年实施，截至 2018 年，共

向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1 名杰出境外人士颁授厦

门市荣誉市民称号。多年来，

厦门市荣誉市民在促进厦门

对外交流合作、招商引资等推

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作

出了积极贡献，产生良好的带

动示范效应，促使更多境外企

业家和各界人士关注厦门发

展、投身厦门建设。

“此次办法修正草案最大

亮点，便是扩大了荣誉市民授

予范围，以法治力量为厦门聚

天下英才。”市人大侨外委主

任委员王春生说，此前的授予

对象主要限于台港澳同胞、华

侨、外国人士。为充分体现厦

门市的包容性、开放性，此次

修改将荣誉市民称号的授予

对象扩大到“非本市户籍的其

他国内人士”，使授予对象范

围不受国籍、地域及领域限

制，以调动国内外各界人士的

积极性，进一步激发他们对厦

门市的建设和投资热情，促进

厦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此外，市人大侨外委审议

提出，应当根据厦门市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增加荣誉市民的

授予条件，建议将“为本市招

商引资或者直接投资，贡献突

出的”“在本市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贡献突出的”作为授予条

件。退出机制方面，目前只有

受到刑事追究和有其他与荣

誉市民称号不相称的行为并

造成严重后果，才会撤销荣誉

市民称号。此次修改，将严重

失信行为也纳入其中。（詹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日，第四届“绽放杯”5G 应

用征集大赛 - 福建区域赛在

厦门启动。副市长黄晓舟在启

动仪式上致辞。

活动由省通信管理局、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数字福建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市

政府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等主办。

大赛以“融惠百业，智享

未来”为主题，是首个在厦举

办的 5G 应用领域创新赛事，

将聚焦 5G 应用热点领域及

关键环节，着力推动 5G 应用

关键共性技术突破，选拔并孵

化一批创新能力强、应用效果

佳、市场前景好的项目。

厦门作为第一批 5G 试

商用城市，始终积极加快 5G

网络规模部署和应用，目前已

在全省率先实现高新科技园

区、重要行业区域、市政服务

区域、城市交通枢纽以及高校

区域 5G 覆盖。黄晓舟表示，

厦门将加快建设数字厦门，借

助本次“绽放杯”赛事进一步

扩大厦门在全国 5G 技术创

新领域的影响力。

活动配套举办信息通信

发展研究论坛，分享 5G 在教

育、文旅、车联网、能源等领域

的探索实践，市工信局、市通

信管理局以及来自多个行业

企业、电信运营商、通信设备

商、高校、科研机构等 200 多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晓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6 月 23 日是国际奥林匹克

日，2021 国际奥林匹克日运

动挑战赛在厦门奥林匹克博

物馆启动。当天，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官方授权的“冬奥

五环珐琅尊”和“平安冬奥·

花丝金镶玉瓶”正式入藏该

博物馆。

在“冬奥五环珐琅尊”收

藏仪式上，厦门奥林匹克博物

馆为该艺术品颁发收藏证书。

据介绍，采用景泰蓝国家非遗

技艺制作而成的“冬奥五环珐

琅尊”，设计灵感源于奥运五

环标志，五种底色分别取自奥

运五环的五种颜色；盖子一周

的“冬奥图卷”为 20 克银镀

金；尊身饰以中国传统吉祥纹

饰“忍冬纹”，象征运动员坚韧

不拔的意志；底足以商代虎形

为尊足，象征北京冬奥会在中

国农历虎年举办。

此次厦门奥林匹克博物

馆收藏“冬奥五环珐琅尊”，也

是继北京奥运博物馆、萨马兰

奇纪念馆和天津大港奥林匹

克博物馆之后，又一收藏该作

品的奥林匹克主题博物馆。

（吴君宁）

全省首个数字领域央地合作项目启动

厦企占
家厦企成为福建上市“金种子”

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

赴厦门调研侨文化

倾注华侨心血一路风雨兼程

———记华侨博物院

厦门市侨界多项活动

共迎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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