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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市长黄文辉深入同翔高新城
同安片区，调研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和高新城开发建设，协调解决
有关问题，
与同翔高新城指挥部、
相关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全面加
快新城片区开发建设举措。
黄文辉先后来到全磊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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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泰克、
海辰新能源等重点企业，
深入厂房车间，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销
售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用
地、用电等问题，
鼓励各企业安心
扎根厦门，
抢抓发展机遇，用好用
足惠企政策，在做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开足马力，扩

本次展览由“南洋巨贾
本报讯（通讯员 潘荫庭）
10 月 21 日，是著名爱国侨 ·矢志报国”
“ 倾资助学 ·情
领、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 系乡国”
“ 纾难救国·民族之
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先生诞辰 光”
和
“高山仰止·日月同辉”
147 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别具 四个部分组成，展现了陈嘉
意义的日子里，
陈嘉庚纪念馆 庚先生在侨居地与祖国面临
将精品陈列“华侨旗帜 民族 危亡之际、在中华民族亟待
光辉——
—陈嘉庚生平事迹陈 振兴之时，凭藉其赤子之心
列”送至延安革命纪念馆展 与崇高的使命感，抗击侵略，
出，
展期持续至 11 月 15 日。
推动祖国及东南亚的进步与

厦门七人上榜胡润
30 岁以下
中国创业领袖榜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20 日，
胡润研究院发布“2021 胡润 U30 中国创
业领袖”榜单，这一榜单旨在寻找中国 30
岁以下(包含 30 岁)的创业领袖。今年共有
来自十大行业 226 家企业的 241 位青年
上榜，其中，有 7 人来自厦门。厦门上榜人
数在国内城市中排名第六位。
从上榜的“厦门面孔”所属行业来看，
企业科技行业有 3 人，文娱传媒业有 2
人，
食品餐饮行业有 2 人。他们虽然年轻，
但有不少已是
“创业老将”
。
从上榜创业者公司总部所在地来看，
厦门位居第六，
与南京、成都并列。排前五
的分别是北京、
深圳、
上海、
杭州、
广州。
近年来，厦门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良好环境，通过产业政策以及资
本、技术、创业孵化服务等多维度的赋能，
激发青年创业者创新活力。厦门也由此成
为不少青年创业者放飞梦想、成就梦想的
首选之地。
（林露虹）

厦门智慧港口建设
进入
“百日冲刺”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日，厦门
港集装箱码头全智能化改造项目被列入
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行 动 方案（2021-2025）
》，作 为 智 慧
港口重点工程予以推进。记者从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了解到，该项目已进入“百日冲
刺”
，
计划于今年底试运行，将积极申请交
通运输部科技示范工程。
去年 7 月，作为全国首个传统集装箱
码头全智能化改造项目，该项目正式在海
润码头启动。据了解，当前项目已完成 6
台岸桥、11 台龙门吊的改造工作，5G 网
络基站已连通试用，智能化系统上线测
试。
（王温萍 龚小婉 王晓真）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大产能，
持续加大科研投入，进一
步把企业做大做强。随后，
黄文辉
来到同翔高新城片区指挥部，详
细了解片区规划、产业布局、公共
配套、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更大
的气魄更宽的视野，全面加快产
业片区和高新城区拓展，加快促

建设，
无私奉献的伟大一生。
此次展览共展出展板 80 幅，
是以基本陈列“华侨旗帜 民
族 光 辉——
—陈 嘉 庚 生 平 陈
列”
为基础提炼而成。
今年 2 月，
为进一步挖掘
嘉庚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更好
地讲述
“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
，陈嘉庚纪念馆引进
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展览，为厦门市党
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
辟了“红色课堂”
，
97 天内共
吸引 820 个党支部、
近 5 万人
次参观学习，收获如潮好评。
此次，
陈嘉庚纪念馆将“华侨
旗帜 民族光辉——
—陈嘉庚生
平事迹陈列”送往延安，相信
能为革命老区人民带来同样
的思想启迪与精神力量。

和创新元素的市民休闲综合公园。
集美新城大学城文体中心位
于集美大道东北侧、海翔大道东南
侧，项目西北侧为厦门软件学院。
项 目 总 用 地 面 积 超 过 5000 平 方
米，
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文化活动中
心、图书馆、社区书店等，项目的建
设将进一步完善集美新城的文化
基础设施，为周边高校、居民打造
文化休闲、
终身学习的优质场所。
（应洁 方碧勇 张天祥）

厦门火炬大学堂
“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项目启动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 10 月 18
日，厦门国家火炬高新区携手中国人
民大学启动厦门火炬大学堂“专精特
新”
企业培育项目，
着力持续提升厦
门火炬高新区内“专精特新”企业
和种子选手的韧性和核心竞争力。
据介绍，厦门火炬高新区园区
内现已有 29 家中小企业跻身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还有数十
家企业成为种子选手。今年 9 月
份，厦门火炬高新区专门研究出台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的 10 条措施，旨在通过对企业各
方面要素需求的精准滴灌，形成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次培育、
快速成长的良好局面，力争到 2025
年园区至少有 100 家企业进入“小
巨人”
国家队。

当天，
此次厦门火炬大学堂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
院共同举办“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项目首期班，还举行了开班仪式。
来自 厦 门 火 炬 高 新 区 56 名 国 家
“专精特新”企业高管学员，将开始
为期半年的深度研学之旅。据悉，
厦门火炬大学堂“专精特新”企业
培育项目首期班，将结合中央智库
和地方智库的各自优势打造精品
培训课程。同时，除课程教学外，
厦
门火炬大学堂还将打破课堂边界，
带领学员走进企业、走进园区，以
系统的课程补齐发展的知识短板，
搭建知识体系。此外，课程还将导
入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具有全球影响力机构的师资，做到
智库加持、聚合智慧。 （余乃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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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高端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
黄文辉强调，政府各级各部
门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前提下，全力落实
“七以七为”
，加
快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精心做
好服务保障，加快助企纾困措施
落地见效，用心用情为企业发展

集美新城明年开建文体中心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集美
新城文教区将新建带状公园和文体
中心。记者从集美新城片区指挥部
获悉，
集美新城大学城带状公园、
集
美新城大学城文体中心两个项目已
立项，
计划于明年开工建设。
集美新城大学城带状公园项目
西起杏林湾畔、
东至兑英东路，
总长
1.9 公里，总用地面积 10.7 万平方
米。项目毗邻华侨大学、厦门工学
院、
厦门软件学院、
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中科院厦门稀土材料研究
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恒大帝
景、中梁正荣府、园博公寓、莲花尚
院等住宅区。该公园以集美新城文
教区白石绿轴作为基本功能载体，
按照
“一轴、
两心、
多节点”
主题分区，
呈带状建设入口景观、科普小品、
活
动广场、运动健身、儿童乐园、慢行
道等设施，打造具有生态自然特色

常通风、多清洗
勤锻炼、强身体
—陈嘉庚的卫生健康
——
理念与实践 8 版

和项目建设出实招、
办实事、解难
题。要全面加快新城开发建设，
统
筹抓好招商引资、
基础设施、公共
配套建设等工作，尽快拉开新城
框架，
持续完善新城功能体系，加
快产业集聚发展。
副市长黄晓舟参加调研。
（吴海奎）

厦门市省重点在建项目
投资完成率全省第一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满负荷施工，厦门市 111 个省重点在
建项目按下“加速键”，全力冲刺年度投资目标
任务。据了解，
前三季度厦门市省重点在建项目
完成了年度计划投资的 98.4%。
市发改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和工作要求，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研究出台帮
扶措施助力项目建设，对受疫情影响仍在第四
季度按计划开工、建成的省重点项目，一次性给
予 5 万元 -10 万元的资金补助。同时，
加快协调
推进 9 个计划开工项目，为项目追赶工期提供
支撑。
1 月—9 月, 厦门市 111 个省重点在建项目
计划投资 466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627.2 亿元，
超同期投资计划 161.2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的 98.4%，超序时进度 23.4 个百分点，投资完成
率排名全省第一。从各行业完成情况来看，产业
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分别完成投
资 270.1 亿元、
307.3 亿元、49.8 亿元。 （刘艳）

厦门金砖新工业能力
培训基地联盟授牌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20 日，金砖
创新基地举行“厦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升培训
基地联盟”授牌仪式，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厦门
技师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城市职
业学院五所院校成为首批获授牌成员单位。副
市长、
市金砖办主任黄晓舟出席并授牌。
厦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升培训基地联盟是
金砖创新基地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倡导建立金砖国家职业
教育联盟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金砖国家院校和
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的具体实践。市金砖办
相关负责人指出，首批获授牌的五所院校将发
挥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开发针对金砖国家发
展需求的多语种线上线下职业教育培训课程，
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人才培养工作。
据介绍，该联盟将以院校为先导，企业逐步
加入的模式运行，系统建立专业的师资、后勤、
保障团队，配备充足的培训硬件及空间资源，
实
现共建共享；聚焦工业 4.0、机器人和自动化、人
工智能、
5G 和互联网平台经济、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等方面，开发契合金砖及“金砖 +”
国家政府和企业培训需求的培训课程；积极开
展针对金砖及“金砖 +”国家的国际型职业技能
大赛，通过以赛代培的方式为金砖国家的技能、
技术人才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共同培养掌握
先进技术具有国际科技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和适
应新工业革命需求的新技能型人才。
据透露，本月底，金砖创新基地将举办金砖
国家企业知识产权提升培训班。下个月，
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将在厦门市举行。
（ 李晓平 林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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