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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辞岁千仓满，玉虎迎春百业兴。值此壬寅新春来临之际，谨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广大归侨侨眷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

2021年，我们侨界共同庆祝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举办了“同向、同心、同行———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主题展览。举行了庆祝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周年线上线下座谈会。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建立健全了“大侨务”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

形成为侨服务的工作合力。

过去的一年，是厦门侨务工作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的一年。为回馈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同心抗疫的真挚情怀，我们持续开展

“暖侨行动”，寄送“祝福包”，对返厦乡亲隔离期间逐一人文关怀问候，开展抗疫咨询指导，引导在厦侨胞疫苗接种，助力海外侨胞、港

澳同胞抗疫爱心捐助顺利落地。帮助在厦侨商侨企纾困减负，引导侨商侨企做好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办好“金砖国家华侨华人金砖

项目对接会”、“金砖国家华侨华人创新合作座谈会”。聚焦特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介厦门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招商引资常态

化。承办“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持续涵养侨务资源。继续推进各项依法护侨依法行政工作，努力维护侨胞合法权

益，落实各项惠侨政策，促进爱心厦门建设。

新的一年，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按照把厦门建设成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与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和“金砖

+”国家深度合作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化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友好合作交流。真诚希望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共同为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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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侨力侨智。

千帆过尽，四海同心；虎年呈瑞，再启新程。面对抗疫非常时刻，海外同胞的健康和安全一直是家乡人民的牵挂。新的一

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作，努力当好支持海外侨胞事业发展的贴心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暖心人、解忧纾

困的知心人。

衷心祝愿各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为让更多积极

留工、留厦的企业、员工安心工作，日前，厦门

多个区发布了系列暖心举措，拿出“真金白

银”支持春节期间企业稳生产稳就业。

思明区推出了 8条措施，包括实施行

业稳岗奖补、支持共享调剂用工、鼓励重

点建设项目不停工、提升城市运行保障服

务、给予考评激励等。对春节期间日均用

电量达到 2021 年 12 月日均用电量规模

70%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根据实际在岗

生产的职工人数、天数，按照 100 元 /天·

人的标准给予补贴；对春节期间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规上旅行社、规上影剧院，根据

非厦门市户籍实际在岗生产的职工人数、

天数，按照100元/天·人的标准给予补贴。

以上措施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湖里区工信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

支持企业稳就业稳生产 10 条措施，主要

包括鼓励企业春节期间稳就业不停产、

促进企业一季度增产增收，此外还明确

了持续提供用工保障服务和开展送温暖

活动工作。据悉，此次补贴的总金额高达

5000 万元。

集美区工信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春节期间支持企业

稳岗增产工作的通知》，为辖区企业非厦

门户籍春节留厦员工送上“大礼包”。经

测算，符合条件的企业预计有 500 多家，

5万余名员工可享补贴资金。

同安区出台《2022 年鼓励企业留工、

员工留厦十条措施》，计划在符合疫情常

态化防控的基础上，安排 4300 多万元补

贴留工企业、留厦员工或举办新春活动，

助力市外务工人员在同安过个幸福年。

翔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

部门联合发文，发布对春节期间在职在

岗员工给予补贴、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给予招工奖励等 12 条暖心举措，总额达

5000 万元。 （叶子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 月 26

日，厦门轮渡有限公司发行“如虎添亿”

虎年限定数字纪念船票，这是全国首个

借助区块链技术加密发行的数字纪念

船票，也是这家老牌国企首次涉足元宇

宙领域。

历经八十多年发展，厦门轮渡的船

票已从“有形”变为“无形”:从早期的纸

质船票，到后来的代币，再到如今的电

子客票，乘坐渡轮仅需刷身份证、人脸

识别查验，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

的“纪念票根”已无处可寻。此次发行的

数字纪念船票，将弥补乘客这一缺憾。

据介绍，“如虎添亿”虎年限定数字

纪念船票共分两款，每款限量 2022 份，

每份售价 19.9 元。虽然这款船票仍然

没有实体，但从电脑或者手机进入数字

艺术平台，船票将以 3D 模型的方式展

现:主角为“轮渡 96 号”，该船于 1998

年(戊寅年虎年)开始“服役”，在票面上，

它始终以劈波斩浪之姿“航行”在鹭江

之上；翻转票面，设计融入了八卦楼、世

茂“双子塔”等要素，值得细细玩味。

厦门轮渡相关负责人说，借助区块

链技术，数字纪念船票的“数字证书”可

以永恒保存、不可篡改、不可复制、公开

透明，且具备唯一性，是个人专属藏品。

（徐景明王凌钢）

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日前，厦门市

统计局公布了2021 年厦门市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从数据来看，2021年，厦门市提速

增效谋发展，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3.89亿元，比上年

增长8.1%，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省居

首，实现“十四五”经济良好开局。2021年，

厦门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市经济运行总体稳健。

经济呈现积极向上态势
2021 年，厦门全市GDP增速与全国

持平，比全省高 0.1 个百分点。全市六个

区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思明、湖里、海沧、

集美、同安和翔安 GDP 分别增长 8.2%、

7.2%、11.9%、6.8%、6.8%和 7.3%。

2021 年，城镇新增就业 33.07 万人，

城镇职工参加医社保人数增长 4.6%。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362 元，增长

10.7%，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 9.6%、12.3%，三项收入增速均

处于全省领先水平。全市实现财政总收

入 1530.21 亿元，增长 13.2%。

数据显示，2021 年，全市经济总量迈

上 7000 亿元新台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财政总收入分别超 2500 亿元和 1500

亿元，批发零售业销售额首次突破 3 万

亿元，进口、出口总额均突破 4000 亿元

大关。

主要经济指标量质齐升
十个指标增幅全省靠前，全市批发

业、邮政业务总量、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等指标增速全省居首，规上工业增

加值、人民币存贷款余额等指标增速全

省第二，GDP、建筑业总产值、电信业务

总量等指标增速全省第三。支撑指标总

体表现良好。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2021 年，二三产业发展均衡，分

别占 GDP 比重 41.0%和 58.6%，对全市

经济增长贡献率 34.6%和 65.1%。

新经济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快速增长，2021 年，全市规上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9.4%；

低碳、智能化新产品需求明显提升；网络

零售保持较快增长。

制造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2021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3%，是全省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设区

市，居全省首位，高出全省 5.3 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 10.0%，比 2019年高 1.0 个

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增长

24.0%，拉动投资增长5.8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增长 30.2%，拉动投资增

长 4.2 个百分点，其中厦门天马第 6 代

生产线、12 吋特色工艺半导体芯片制造

生产线、联芯集成电路制造、电气硝子液

晶玻璃基板三期等贡献较大。

消费市场表现良好。2021 年，在各项

促进消费措施带动下，全市消费潜力不

断释放，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84.07 亿元，增长 12.7%，增幅始终保持

全省首位；两年平均增长 7.0%。

外贸总量持续扩大。2021年，全市进出

口总额8876.52亿元，增长27.7%，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 6.3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7.3%，比2019年高10.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4307.30亿元，增长 20.6%，两年平均增长

10.5%；进口4569.22亿元，增长35.3%，两年平

均增长25.3%。（王温萍张绍勇翟晨晨）

厦门市海外联谊会

厦门市政府侨务办公室

2022年 1月 25日

厦门轮渡发行
虎年限定数字纪念船票
每款限量 2022 份

厦门各区发布暖心举措助力企业稳岗增产

“十四五”开门红厦门经济总量突破 7000 亿元大关

“五侨”联动送温暖

新春慰问竹坝华侨农场贫困归侨

追溯办学艰难历程

传承发扬爱国精神
———陈嘉庚与百年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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