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27 上午，厦门自贸片区进口商

品溯源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消费

者只需扫一扫溯源二维码，就可以

查看进口商品通关、检验检疫、流

通等环节信息，实现全链条溯源。

这标志着厦门率先全国利用“进口

商品条码数据通报凭证”实现进口

商品境外溯源。

据介绍，该平台与中国商品信

息服务平台、厦门“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等多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

通，发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全球最

大商品信息库及厦门“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通关信息验证的优势，并

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各溯源环节

信息真实性，实现质量追溯和智慧

监管“双同步”。

目前，平台已基本完成进口

酒、燕窝、进口水产品的溯源功能

建设。未来，厦门自贸片区将以进

口商品溯源平台上线试运行和进

口酒旗舰店开店为契机，进一步拓

展进口商品溯源种类，延伸溯源链

条，扩大覆盖面，不断提高数字监

管能力和水平，助力自贸片区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提升。

试运行启动仪式上，“厦门自贸

片区进口酒旗舰店”在京东商城同

步开店，该店与厦门自贸片区进口

商品溯源平台对接，所销售的进口

酒全部实现“一瓶一码，全程追溯”。

据介绍，厦门口岸是全国第二

大进口酒口岸，进口酒平台是厦门

自贸片区重点打造的 14 个产业平

台之一。未来借助京东商城的平台

优势，搭载具有全链条监管功能的

进口商品溯源平台，进口酒平台将

继续做大做强。 （崔昊曾祥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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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26 日，市长黄文辉前往市疾控

中心调研厦门市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就加强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落实。

黄文辉来到市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前方指挥部、流调溯

源工作专班、核酸检测实验室

等，察看全市疫情防控一张图，

详细了解全市核酸检测落图、

利用“三公（工）融合”机制做好

重点地区重点人员流调排查等

情况。黄文辉指出，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仍严峻复杂，厦门是国

内主要入境口岸和热门旅游目

的地城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

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动

摇，聚焦口岸入境和中高风险

地区入厦人员健康管理，不折

不扣落实“四早要求”，压实“四

方责任”，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要增强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全力以赴

履职尽责，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城

市的好经验，查短板补漏洞，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的机制建设、

队伍建设、能力建设，健全常态

化疫情防控指挥体系，确保一旦

发生疫情能快速响应第一时间

处置。要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加强防疫科普宣传，筑牢常

态化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副市长廖华生参加调研。

（吴海奎）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抢抓

好天气，项目施工忙。10 月 26 日

下午，厦门市 101 个第三批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掀起一波项目建设

热潮。

抓项目、增后劲，促投资、谋发

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

要求，厦门市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在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的基础上，加快推动重大重点项

目落地建设，为厦门高质量发展超

越注入新动能，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据了解，厦门市 101 个第三批

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包含省级项

目 26 个），总投资约 593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约 113 亿元。项目涵盖

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

具有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带

动能力强的特点，其中:产业类项

目 39 个，总投资约 294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约 73 亿元；基础设施类

项目 37 个，总投资约 139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约 22 亿元；社会事业

类项目 25 个，总投资约 160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约 18 亿元。

集中开工现场为翔安工业园

区巷北片区四期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 52 亿元，建筑面积 38.8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新材料工业园区，包

含标准化厂房、研发基地、办公大

楼等商业配套服务设施及园区道

路建设。 （刘艳陈政）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27 日上午，厦门金砖新工业能

力提升培训基地———厦门城市职

业学院分基地揭牌，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将以高水平、国际化标准推进

培训基地建设。

继上周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成

为首批获“厦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

升培训基地联盟”授牌的五所高校

之一后，该学院再度成为厦门金砖

新工业能力提升培训基地首批挂

牌单位。该校党委书记蒋先立表

示，将积极建立从在校大学生联合

培养、在岗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到

社会求职人员的岗前培训相结合

的新型产教融合教育体系，积极开

发契合金砖及“金砖 +”国家政府

和企业培训需求的培训课程等。

市金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厦

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升培训基地

的成立，对于推动金砖国家培养掌

握先进技术、具有国际科技视野、

适应新工业革命需求的新型人才，

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储备

更多优秀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

义。金砖创新基地聚焦政策协调、

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重点领

域，未来将继续开展面向金砖及

“金砖 +”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层次

的人才培训活动，打造特色鲜明、

品牌优势突出的个性化培训体系。

在当日下午举办的金砖国家

企业知识产权提升培训班上，九千

多位知识产权从业人员通过线上

线下参训，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在

华人员、厦门市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人员和技术研发骨干的专业素养，

提升他们应对海外知识产权风险

的能力。 （吴君宁）

本报讯据厦门海关统计，

今年前三季度，厦门市外贸进

出口6570.2 亿元人民币，比去

年同期增长 29.5%；其中进口

3410.3 亿元，增长 37.2%，出口

3159.9亿元，增长22%。

数据显示，今年 7月份以

来，厦门市外贸进出口值连续

3个月在 800亿元以上高位运

行，9 月份当月进出口 815.9

亿元，增长 16.6%；其中进口

425 亿元，增长 20.8%，出口

390.9亿元，增长12.5%。

据介绍，前三季度，东盟、

美国和欧盟是厦门市前三大

贸易伙伴，厦门市对上述国家

（地区）分别进出口1168.2 亿、

855.9 亿和 714.5 亿元，分别增

长 23.5%、32.6%和 27.5%。同

期，对 RCEP、一带一路和金

砖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23.2%、26.2%和 18.4%。

前三季度，厦门市民营

企业继续保持最大市场主体

地位，累计进出口 2370.5 亿

元，增长 41.1%；同期国有企

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增长

28.8%和 18.6%。

前三季度，厦门市出口机

电产品 1399 亿元，增长 17%；

出口纺织服装等 7 大类劳动

密集型产品913.3 亿元，增长

3.8%。同期，进口机电产品

723.1 亿元，增长 26.7%；此外，

进口农产品和铁矿砂分别增

长53%和40.2%。 （林舜水）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日，福建省知识产权局网

站发布推荐申报第二十三届

中国专利奖项目，共有 42

个。其中，厦门有 19 个项目

入选。

此次厦门入选的 19 个

项目中，有不少来自厦门国

企，如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厦门翔鹭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蒙发利电

子有限公司；也有来自高校，

如厦门大学的专利项目。

近年来，厦门持续推进知

识产权强市创建、优化营商环

境、助力高质量发展，整体工

作扎实有序，态势良好。记者

了解到，2020年，厦门市新申

请注册商标 12.3348 万件，新

增注册商标7.5630万件。截至

去年底，厦门共有有效注册商

标39.1606万件。 （王温萍）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国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

厦门分中心”项目申报日前

通过评审。该分中心依托厦

门市计量院筹建，预计于

2026 年完成建设任务。

据介绍，“国家计量科学

数据中心”是科技部发文成

立的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之一，由中国计量科学研

究院主建。中心基于“准确、

互认、开放、共赢”的理念，推

动计量科学数据与多领域数

据融合应用，为促进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提

供计量科学数据服务。

近年来，厦门市计量院大

力推进数字化建设，开展“计

量业务综合管理系统”“智慧

计量信息系统”“显示产业在

线计量测试技术”等项目研

究和实施，为建设“国家计量

科学数据中心厦门分中心”

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曾琳在会上表

示，厦门分中心将按照专家

指导意见，推进计量科学数

据库和应用平台建设，开展

计量数据应用和服务，不断

扩大和提高中心影响力和知

名度，为数字经济建设添砖

加瓦。 （陈泥阮育娇）

黄文辉调研厦门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前三季度厦门市外贸进出口6570.2亿
同比增长近三成

厦门 19 项专利项目拟荐中国专利奖

国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
将在厦设立分中心

厦门市 个第三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推进金砖创新基地人才培养
厦门举办金砖国家企业知识产权提升培训班

实现进口商品境外溯源

辗转求医新加坡华侨来厦获新生

一代富商的爱乡情怀

———黄奕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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