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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副省级城市在行政

级别上仅次于直辖市，是中国中

心城市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今年上半年厦

门经济增长表现如何？

据第一财经梳理统计 15个副

省级城市2021年上半年GDP及增

速发现，有10个副省级城市上半

年经济总量超 5000 亿元大关，其

中厦门增速在副省级城市中领跑。

在经济增速方面，考虑到2020

年一季度乃至 2020年上半年受疫

情影响较大，因此，两年平均增速

更有衡量意义。目前，15 个城市

中，有14个公布了两年平均增速。

其中，土地面积和城市总人

口规模最小的副省级城市厦门，

两年平均增速在副省级城市中领

跑。数据显示，上半年厦门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3399.85 亿元，

增长 15.0%，两年平均增长 7.6%。

GDP总量超越了沈阳，位居副省

级城市第 13 位。

上半年，厦门市“三驾马车”

有力拉动发展，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连续 4 个月居全省首位。

其中，111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实

际完成投资 452.5 亿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 70.9%；消费潜力

不断释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15.4 亿元，增长 28.1%，总额连

续 5个月蝉联全省第一；外贸总

量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额

4081.5 亿元，增长 32.2%。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

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厦门近年

来大力补足包括地铁、桥隧、机场

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厦

门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几年

的招商引资力度很大，一系列新

兴产业项目落户厦门，高新产业

整体发展势头不错。

例如，在新能源领域，今年 7

月，宁德时代在厦门火炬高新区

（翔安）注册成立“厦门时代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8

月 5日，厦钨新能A股上市。今年

5 月，中航锂电在厦门扩建

50GWh的国际领先智能化工厂。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开

展公益性低票价惠民演出不少于

2000 场，培育一批群众喜闻乐见

的街头文化，完成“15 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全覆盖……为加快促进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厦

门市文旅局编制的《厦门市“十四

五”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规划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于近日正式印发，未来市民能在

“家门口”欣赏更多文旅精品。

公益性低票价惠民演出

不少于 2000 场
《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要

打造一批厦门特色的优秀作品，3-5

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传播当代中

国价值观念、体现厦门地方风格的

精品力作。争取1-2部“厦门原创”

舞台艺术作品获全国性奖项，或入

选全国性重要艺术节展演，力争在

国家级艺术奖项上有新的收获。

开展公益性低票价惠民演出

不少于 2000 场，借助相关融媒体、

新媒体等互联网平台，展演展播优

秀剧(节)目。到 2025 年，重点打造

和培育一台旅游演艺大戏，力争进

入全国 30 个旅游演艺精品项目。

15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实现全覆盖
按照《规划》，要推动落实《厦门

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2020-2035

年)》，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到

2025 年，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面积位于全国前列，完成“15 分钟

公共文化服务圈”全覆盖，实现人

均基本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到

0.21 平方米、每 20 万人有一座博

物馆的目标。

实现公共图书馆人均拥有公

共图书馆藏量 1.85 册，公共图书

馆每年下基层服务次数不低于

60 次；文化馆每年组织流动演出

15 场以上，流动展览 15 场以上；

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达到 200 万

人次。

在全市设立 25 个街头文化

活动点，全年演出不少于 150 场

次，举办一次街头艺人擂台赛，培

育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文化，

打造一批有温度的街头特色人文

艺术景观，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打造全国智能视听产业

发展新高地
《规划》提出，要打造厦门影视

全域之城，建设国家级智能视听产

业基地和应急广播体系。充分发挥

中国(厦门)智能视听产业基地创新

影响力，自 2021 年起，用 3 年时间

实现入园企业超百家、总产值超百

亿元的目标，将厦门打造为全国智

能视听产业发展新高地。

《规划》将推动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全市旅游

总收入、文化产业营收年均增长

15%以上，到 2025 年，将厦门打造

成为全国文旅产业发展高地。同

时，全面提升以A级景区为代表的

观光旅游产品，着力加强 3A 级以

上景区建设，推动鼓浪屿打造世界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推动市园林

植物园、园林博览苑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叶子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厦门港口管理局 8 月 10

日发布数据：7 月份，厦门

港集装箱吞吐量达 106.41

万标箱，同比增长 5.64%；1

月 -7 月，累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696.76 万标箱，同

比增长 10.5%。集装箱吞吐

量快速增长，有助于稳住外

贸基本盘，凸显厦门港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

厦门港口管理局介绍，

继今年 6 月份创下 106.76

万标箱的单月历史最好成

绩后，7 月份全港继续保持

增长势头，106.41 万标箱的

成绩与 6月基本持平。这一

方面反映出中国外贸形势

良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厦

门港始终聚焦“六稳”“六

保”，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

“两链”稳定。

“在具体举措方面，厦

门港积极打造港航生产‘加

速器’、引商聚企‘强磁场’

和数字转型‘新引擎’，全方

位推动港航产业高质量发

展。”厦门港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解读，这三方面相辅

相成，有力推动全港集装箱

吞吐量保持高位运行，积极

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当前，厦门港航道通航

保证率 100%，164 条航线

通达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8 个港口，其中“一带一

路”航线 75 条；前七个月，

安全引领 20 万吨级的超大

型集装箱船舶 225 艘次，同

比增长 30%，实现船舶引航

“零待时”；“丝路海运”打响

厦门港国际品牌，运力供需

基本平衡；智慧引航、传统

码头智慧改造、5G 技术应

用方面持续取得突破，进一

步推动厦门港航生产提质

增效。

在“放管服”方面，厦门

港推行“阳光收费”，全国首

创的“港航信易贷”，帮助全

市 16 家港航中小企业获得

融资授信金额 1.83 亿元；

62 个审批事项全部实现

“一趟不用跑”，并 100%按

承诺时限提前办结。

“面对当前境内外复杂

的疫情防控形势，厦门港作

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

口、节点，严防疫情输入，始

终保持本地‘零感染’，增强

了货主和航商选择厦门港的

信心，这也是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保持高位运行的重要原

因。”该负责人说，接下来，厦

门港将压实防疫举措、强化

服务保障，以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推动港航产业高质量发

展。 （徐景明 郭旻）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日前，

市科技局、火炬高新区管委会联合

厦门市外国人才服务站总站及官任

社区分站，在厦大附属第一医院共

同组织了在厦外国人才新冠疫苗专

场接种。全市 300多位外国人才顺

利完成了疫苗第一针接种。

接种现场外籍志愿者吸睛
第一医院作为厦门市外国人

才定点接种医院，也承担着向外国

人才发布疫苗相关信息、协助完成

疫苗接种的重任。在志愿者和医护

工作人员共同奋战 5 个多小时后，

300 多位外国人才全部顺利完成

接种，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从去年疫

情发生后就坚守厦门，与市民并肩

抗疫。在这次专场接种中，参与志

愿服务的外国志愿者吸引了不少

市民的目光。

为了帮助大家及时获取相关

信息，市科技局、思明区筼筜街道

办事处等部门联合市外国人才服

务站，于上月发布全省首本《外籍

人士生活工作指导手册》，特开辟

疫情防控专栏，在高崎国际机场入

境大厅等处发放，供外国人才及时

了解防疫资讯。

将继续组织第二次接种专场
由于还有不少外国人才因时

间安排不开而选择自行预约，市科

技局、市卫健委近日还将联合市外

国人才服务站、厦门网拍摄情景视

频，由官任社区分站外籍服务顾问

潘淑娜实地讲解外国人才接种新

冠疫苗流程，让他们能够更直观地

了解到如何接种疫苗。

“在达到第二针新冠疫苗接种

时间后，将继续组织第二次外国人

才新冠疫苗接种专场。”市科技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市科技局、

市外国人才服务站还将组建一支

外籍科技特派员队伍，探索推动从

外国志愿者中培养人才服务顾问

模式，让外国人才在推动厦门市产

业发展和突破关键技术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吴君宁骆磊）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厦门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关注。8

月 10 日晚，央视《新闻联

播》两度点赞厦门经济发展

亮点。

央视《新闻联播》聚焦

上半年厦门经济稳中向

好。报道指出，厦门强化科

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

长期积累的创新能力，上

半年，厦门生物与新医药

产业链产值增长近 4 倍。

全市 358 家国家级生物医

药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

产值超 388 亿元，同比增

长 129%。

央视《新闻联播》还报

道了厦门多式联运“一单

制”试点工作启动。多式联

运是指水路、公路、铁路和

航空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

运的运输模式。多式联运

“一单制”，即“一次委托、一

次付费、一单到底”的全程

管控服务，降低了物流成

本，提高了运输效率。

厦门港吞吐量保持高位运行

《新闻联播》两度点赞厦门
多位在厦外国人才接种首针新冠疫苗

看好中秋商机在厦台商创意频出

厦门侨联侨胞

兴办文教事业（上）

6 名出征东京奥运会

的集美大学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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