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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7月

26日下午，中共厦门市委与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举行

政党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做大做强厦门现代产业体

系”主题开展协商座谈，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共谋发展。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赵龙主持并讲话。

座谈会上，国桂荣、陈昌生、

黄世忠、吴丽冰、王焱、徐平东、陈

紫萱、柯希平、杨槐、夏宁邵等各

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从加快数字

化发展、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改革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推进产业链

供应链协同创新、打造大健康产

业、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动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促进卫星应

用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针对性

意见建议。

赵龙说，大家选题准、调研

深、措施实，提出了许多真知灼

见，充分体现了大家同中共厦门

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

起的大局意识和心系厦门发展的

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市相关

部门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逐条研

究，充分吸纳、推动工作。

赵龙表示，做大做强现代产业

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

行动，是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

越、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必然要求，是抓

经济促全局、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

子的关键所在。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通过壮大二产来提升总量、带

动三产；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做好数字经济、海

洋经济、绿色经济三篇大文章；必

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企业创新

创造提供更加优良的环境、平台、

政策，支持企业练好内功；必须坚

持不懈推进科学精准招商，大力引

进有利于强链补链延链的项目，增

强经济发展后劲和韧劲；必须着力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围绕自然生

态、城市文明、平安稳定、公共设

施、产业链完备程度等综合施策、

全面发力。

赵龙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履行

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继续在做大做强现代产

业体系中体现担当作为。希望各

民主党派市委进一步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

设，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展

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

党新面貌。中共厦门市委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一

如既往地为大家履行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职能创造更好条件，不

断谱写厦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

事业新篇章。

市领导张毅恭、孟芊、廖华生

出席座谈会。 （蔡镇金）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7 月 27 日，第 21 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

“投洽会”）第二次筹备工作

会议在厦门市召开，介绍投

洽会最新筹备工作进展情

况。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

长刘殿勋、厦门市副市长林

建出席会议。

郭宁宁指出，要进一步

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致第 20 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贺信

精神，围绕本届投洽会主题

和“三台三化”功能定位，抓

住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

机遇，突出大会主题亮点，打

造国际投资精品盛会；进一

步强化工作协同，推动部省

市之间紧密联动、无缝对接，

细化任务，明确责任，抓好落

实；进一步细化招商招展、落

实重要客商邀请，提高专业

客商参会比例，提供专业化

精细化优质服务；进一步提

升对接洽谈务实成效，发挥

线上线下结合的办展办会模

式，做好全流程对接洽谈和

服务延伸，全面升级优化“云

上投洽会”平台，打造永不落

幕的投洽会；进一步加强新

闻宣传，持续营造热烈浓厚

的宣传氛围；进一步完善综

合服务保障，筑牢疫情防控

和安全防线，营造安全顺畅、

热情温馨、便捷高效的参展

参会环境，确保投洽会圆满

成功。

刘殿勋表示，本届投洽

会要继续提升国际化、专业

化、品牌化水平，积极探索

线上展会模式，将投洽会办

出实效和特色。林建介绍了

本届投洽会筹备保障工作。

厦门市将夯实细化大会各

项活动，全方位做好筹备保

障工作，努力把本届投洽会

办出新水平、新亮点、新成

效。

据悉，本届投洽会拟布展

13万平方米。围绕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生物医

药、工业互联网、绿创新能源

等重点产业和新兴经济，设

置 6个不同产业展区。预计

将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800多个工商经贸团组、5000

多家企业、逾 10 万客商参展

参会。 （吴君宁）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翻开厦门自贸片

区 2021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成绩单”，一

组数据令人关注：新增落地招商项目 623 个、

比增 2.48 倍，投资总额 861 亿元，比增 1.11

倍；注册资本 349.15 亿元，比增 5.4 倍。伴随着

招商引资的高歌猛进和新项目的加速落地，

统计显示，半年来，近两年新增的纳税企业为

片区贡献了超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这为观

察厦门自贸片区活力打开了一扇窗口。

今年以来，厦门自贸片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全局的理念，以改革创新

增强经济发展内力，以产业培育提升经济发

展动力，上半年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后劲十

足，片区 GDP 达 390.23 亿元，同比增长

21.6%，两年平均增速 12.5%。

带给人惊喜的，不仅是总体发展成绩，更

是数据背后深层结构的变化。其中，供应链企

业实现大幅增长，限上批发贸易额 4079.06 亿

元，比增 69.6%。50 家重点供应链企业批发贸

易额 3164.35 亿元，比增 74.4%。

保障供应链稳定，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具有重大意义。而这背后离不开厦门自贸片

区管委会联合市商务局不断深化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试点工作，强化供应链数字化建设，提

升供应链的整体治理效能，全方位提升供应

链的竞争力。不久前，厦门正式入选商务部十

大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建发、国贸、

象屿、林德叉车进入示范企业行列。

在离岸贸易业务方面实现翻番，区内收支

结算额为 49 亿美元，比增 105%。厦门市离岸

贸易外汇收支额已跻身全国第五，今年 6 月

国家外管局批准厦门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

易。

发展是解决一些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如

今，厦门自贸片区厚植改革创新底色，发扬实

干精神，用改革开放的方法破解发展难题，持

续增强招商引资力度，发力打造数字自贸区，

加快综保区转型升级发展，在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崔昊叶欣洪东明）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7 月 26 日上午，绿色邮

车驶出厦门大学校门，载着

800 多封本科录取通知书，

寄往多省“新厦大人”。据了

解，这是厦大今年发出的首

批录取通知书。因各省录取

时间不同，厦大录取通知书

将分批发放，预计在 8 月初

全部寄送完毕。

上午 10 点，记者走进

厦大招生办，整个办公室像

打翻了红色染料，红的录取

通知书、红的封装文件袋、

红的邮封……整齐又热闹

地摆放在桌案上、空地纸箱

上，等待着被仔细封装好，

寄往厦大新生手中。

“这届学弟学妹太幸福

了。”正在帮忙封装文件袋的

外文学院 2019 级学生志愿

者邓紫薇向记者展示了今年

厦大录取通知书文件袋，它

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

封红色录取通知书，上面写

着“入学之际，正值厦大百年

华诞，躬逢盛典，弥足珍忆。

特为本届新生颁发此证，以

资纪念”；一封《致新生》，写着

陈嘉庚先生筹办厦门大学演

讲词摘要；一封《大师手记》，

里面的内容一份来自厦大校

友陈景润院士证明哥德巴赫

猜想的手稿，另一份来自鲁

迅先生在厦大执教期间写下

的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的手稿。

除了以上的“三件套”，

寄出的邮封内，还附上了厦

大手绘地图、入校须知、新

生问卷调查、新生行李签等材

料，至26日中午12点半左右，

首批 800 多封录取通知书全

部封装完毕，送上邮车。当日下

午，厦门市邮政分公司已全部

完成录入，发往新生手中。

据了解，今年厦大的招生

总规模是5555人。（刘少敏）

中共厦门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举行政党协商座谈会赵龙主持并讲话

厦门自贸片区

招商活力充分释放
上半年GDP达 390.23 亿元

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推出
鼓浪屿等 15个世界遗产地将亮相

本报讯据厦门网报道“鼓浪屿：历

史国际社区”将亮相纪录片《中国微名

片·世界遗产》（第一季）啦！据了解，该片

第一季共15集，将以每集5分钟的短纪

录片形式，展现包括“鼓浪屿：历史国际

社区”、福建土楼、天坛、云冈石窟、左江

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苏州古典园林等在

内中国15个世界遗产地的魅力。

据悉，该纪录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纪录频道联合快手

推出，于7月 23日在云南三江并流保护

区迎来首播，后续其他集持续播出。在内

容方面，纪录片以全新技术手段、多角度

视角展示中国世界遗产的精彩故事，也

以微叙事、微虚构的全新样态进行创新

升级，包括设置人物情节，勾连虚实之间

等，通过情感化表达、个性化叙事来展现

遗产地的鲜活面貌。

据了解，“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一集将于 8 月 2 日首播，8 月 12 日重

播，届时可收看。 （沈伟彬）

“三件套”仪式感满满 厦大百年校庆版录取通知书发出

华侨大学参与组织编纂

《厦门简史》新书首发

解放前华侨

对厦门文教事业的贡献

美国福建同乡会

为河南郑州灾区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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