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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

月 3日，新年首个工作日，厦门市

举行新年“开门红”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全市 132 个项目集中

开工，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厦门新

机场项目全面开工，主航站楼启

动建设。市委书记崔永辉在新机

场片区出席全市集中开工主会场

活动并宣布开工，市长黄文辉致

辞，市领导陈家东、魏克良、杨国

豪参加全市集中开工活动，共同

见证新机场全面开工。

新年伊始，厦门市立即组织一

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这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神的实际

行动，是全面落实中央、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的具体举措，充分展示了

市委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坚定信

心决心，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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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

115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93 亿

元。项目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

会民生等领域，具有质量效益优、

社会效应好、带动能力强的特点，

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

能级、促进城市转型。开工活动采

取“6+2+9”模式，由 6 个区、2 个

管委会和 9大市级重大片区指挥

部各挑选 1个项目举行集中开工

活动，共设 14 个开工活动会场。

此次开工重大项目中，最引

人关注的无疑是厦门新机场。新

机场着眼于打造国际枢纽航空

港，本期工程将建设面积 55 万平

方米的主航站楼、196 个机位的

站坪、2条远距跑道，同时新建 8

万平方米综合交通中心、18 万平

方米的停车楼以及空管、航油、航

司基地等配套工程，计划投资

530 多亿元。本期工程建成投运

后，飞机年起降可达38万架次/年，

旅客吞吐量 4500 万人次 / 年，货

邮年吞吐量 75 万吨 /年。

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上下以

此次集中开工为契机，增强项目建

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推进重

大重点项目建设，列出“时间表”，

按下“快进键”，形成比学赶超推进

项目建设的工作格局，为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重要

支撑和有力保障。要强化实干作

风，优化投资环境，持续策划、生

成、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断

为厦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开工活动结束后，崔永辉还

前往中创新航现场调研推进项目

生产建设。

市领导张毅恭、李伟华、陈沈

阳、李辉跃、游文昌、黄晓舟、连坤

明、郑岳林、王成全、黄燕添、陈育

煌、廖华生、黄国彬、黄世忠、黄奋

强、李钦辉分别在各区、管委会、重

大片区参加开工活动。（蔡镇金）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1 月

6 日 ，厦门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政协第十四届厦门市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当天下午开幕。1 月 7 日

上午，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厦门人民会堂

召开。

1月 5日下午，出席市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陆续向

大会报到。记者从厦门市政协了解

到，十四届市政协委员共 306 名，

其中，继续提名 135 人、新提名 171

人。这意味着，在十四届市政协委

员中，超五成是“新面孔”。记者注

意到，在新一届委员名单中，“90

后”政协委员并不少见，最年轻的

政协委员仅 26 岁。

肩负着为厦门谋发展、为百

姓谋幸福的期许，委员们在接下

来的三天半时间里，履职尽责、共

商良策。会议议程包括：听取和审

议政协第十三届厦门市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

告；选举政协第十四届厦门市委

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

委员；大会发言；列席厦门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听取和讨论厦门市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和其他相关报告；通过政协

第十四届厦门市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决议等。

1月 7 日上午，厦门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厦

门人民会堂召开，会期三天半。建

议会议议程包括：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和批准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

准 2022 年市本级预算；听取和审

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大会还将选举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委主任，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决定市人大各专委会组

成人员人选。 （柯小娇）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厦门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和创新发展的热土，科技创新是厦

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日前，《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科

技创新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

规定》)经厦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通过，将于 3月 1日起施行。《若干

规定》围绕创新科技体制机制、促

进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加强科技

创新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

亮点一

推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若干规定》明确，科技创新在

厦门市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

心地位，提出推进建设高素质创新

创业之城。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科技创新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增

强部门之间、市区之间政策的连贯

性和协同性。

此外，在开展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科技投融资以及体制机制改

革等方面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相关

负责人依法履行勤勉尽职义务和

监督管理职责的，免除其决策失

误、偏差责任。

《若干规定》指出，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引导和督促国有企业加

强科技创新投入，国有企业负责人

对企业的科技创新负责。对国有企

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应当将企业

的创新投入、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成效等情况纳入考核范围。

亮点二

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若干规定》强调，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稳定支持与竞争性

经费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

推动全社会科技创新投入持续稳

步增长。完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的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机制，

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

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重大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保障基础

研究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亮点三

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若干规定》明确科研人员与

单位可约定是否将科研成果定位

为职务科技成果，明确政府设立的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当指定专

门部门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完善转

化及其决策制度，并接受市人民政

府的考核。

《若干规定》还明确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规定政府设

立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可以自

主决定职务科技成果的转化方

式，且明确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

位，由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自主分

配；明确政府设立的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应当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

和转化的辅助人员给予奖励和报

酬。

此外，《若干规定》明确政府设

立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将职务科

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

国有全资企业时，可以不进行资产

评估。 （钟宝坤唐淑津)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500强榜单出炉
三家厦门企业上榜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1月1日，中国上市公司

市值 500 强最新榜单出炉，

亿联网络、法拉电子、安井食

品三家厦企入围。包括厦门

市在内，福建省共有13家企

业上榜，宁德时代以总市值

13705 亿元位于福建榜榜

首，也是唯一入围该榜单十

强的福建企业，位于榜单第

6位，比上年上升了9位。此

外，从厦门市成长的三安光

电、宏发股份也入围该榜单。

作为统一通信终端龙

头，亿联网络稳居 SIP 话机

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以总市

值 735 亿元，位居厦门上市

企业榜首，位于该榜单第

280 位，比上年上升了 19

位。法拉电子是薄膜电容器

全球第一梯队龙头企业，受

益于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的快速增长，公司发展迅

猛，以总市值 523 亿元位居

该榜单第 394 位；安井食品

以总市值 417 亿元位居榜

单的 494 位，作为速冻火锅

料的领军企业，安井食品通

过持续打造大单品、拓展销

售渠道，驱动成长。

数据显示，中国上市公司

市值500强的上榜门槛较上

年提升了30亿元，达416亿

元，再次创历史新高。（李晓平）

厦门位列元旦假期
国内游热门目的地第六名
本报讯据厦视直播室报

道 2022年元旦假期结束了，

新年第一个小长假，在落细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强化安

全保障的前提下，周边游、乡

村游成为厦门市民出游的主

流。同时，相关数据显示，厦

门位列 2022 元旦小长假国

内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

元旦假期，厦门市各景

区轮番上演精彩活动。胡里

山炮台、巨鹏飞梦幻海岸、

方特乐园等景区都推出主

题活动，为游客带来浪漫的

体验。元旦假期天气晴朗，

岛外不少公园景区也吸引

许多市民游客，欣赏美景、

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悠然假

期。仅元旦当天天竺山森林

公园就接待游客超过 1 万

人次。据了解，疫情之下，

“不走远，周边玩”的主动防

疫意识令许多游客选择在

周边休闲度假，短途周边游

依然是市民出行的主流选

择，省内游订单占比近六

成。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

元旦假期，厦门周边游酒店

订单量相较 2020 年同期增

长 31%；周边乡村游订单量

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117%。

此外，据“驴妈妈”旅游

平台数据，厦门位列今年元

旦小长假最受欢迎的国内游

目的地第6名，游客以 2-3

人出游为主，情侣同行、闺蜜

同游较为普遍。携程旅游平

台数据显示，厦门市园林植物

园、钟鼓索道分别列今年元

旦假期福建省热门景区第一

名、第三名，园博苑、鼓浪屿

也是人气颇高的热门景区。

厦门进入“ ”

鹭风报社与思明区侨联、

思明区侨史学会联袂打造

《回眸侨史铭记初心》新书及专题片首发

壬寅春联选辑

辛亥革命功臣

———著名侨商丘明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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