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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海西晨报报道近日，

厦门市首座采用“机动车道”和“非

机动车道”双层模式建造的跨海大

桥———溪东大桥，完成最后一联箱

梁的混凝土浇筑。这座跨海大桥计

划年底建成，届时它将成为继大嶝

大桥和南港特大桥后，进出大嶝岛

的第三条重要通道。

“浇筑的是这座大桥位于桥中间

的第五联箱梁，长 127.5 米，混凝土

体积约1500立方米，施工单位历时

25个小时连续施工，完成这联箱梁

浇筑。”厦门市政集团开发公司项目

经理黄纬斌介绍，这次浇筑完成后，

大桥除预留30米路段进行最后合龙

外，其余桥梁均实现了主体建成。

溪东大桥位于新机场片区，跨

越南港海域，连接大嶝岛和莲河两

岸，是厦门市首座采用上、下层结

构，设置“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

道”的跨海大桥，即上层为机动车

道，下层为非机动车道。这座大桥还

是全长 6.05 公里的溪东路 (翔安南

路至机场快速路段)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一级公路兼城市快速路的功

能，主线设计时速可达 80 公里。

（陈晓青张雅雯）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科技

部火炬中心近日通报了 2021 年度

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厦门火

炬高新区在参评的全国 157 家国家

高新区中位列第 14 位，较 2020 年

前进了 2 位，迈进国家高新区综合

排名第一梯队，创历史最好成绩，

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这一单项

更是排到了全国第 10 位。厦门火炬

高新区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示范

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成效初显。

近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发挥

比较优势，锻长板、补短板、蓄动

能，持续打造科技创新的主引擎，

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

集聚创新要素，推动科技创新能

级提升，厦门火炬高新区的创新步伐

从未停歇。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高新区持续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技

改投入的补助力度，围绕重点产业的

技术短板，布局搭建一批关键技术创

新平台，提升技术服务能力；发挥厦

门区位优势，加强两岸产业创新与合

作，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把握数字福建蓬勃发展的机遇，

厦门火炬高新区一方面以智能制造

为主攻方向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另

一方面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新型显

示、开源芯片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

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新增

长点。2021年数据显示，火炬高新区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53.8 亿

元，其中数字经济产值占比达92%。

精准施策，梯度培育。高新区已

构建以“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上

市企业、“独角兽”企业等为重点的

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截至目前，高新

区已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数量 29 家，今年还将建立高新

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库，新增

培育上市种子企业 20 家以上。与此

同时，高新区狠抓大项目招商，引进

厦门时代、中国电力、光谷云等高能

级项目，力促重点企业增产增效，以

加快产业升级厚植发展新动能。

基于本次评价结果，结合“十四

五”发展目标，接下来，厦门火炬高新

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面向未来

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强前沿科

学研究和重大关键技术创新，努力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企

业在创新中主体作用，大力集聚境内

外高端创新资源，持续推动“双创”升

级；聚焦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

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围绕创新链部署

产业链、围绕产业链部署供应链，加

快形成一批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产

品，培育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企

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金砖

机遇，提升园区人才、企业、资本的国

际化水平；积极探索园区新型治理模

式，不断提升创新治理水平和综合服

务效能。 （林露虹雷飏悦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

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以下简称：

RCEP)自今年 1 月 1 日生

效实施以来，福建省企业

纷纷畅享关税减让“红

包”。2月 22 日，随着厦门

海关所属东渡海关审核通

过一份签往日本货值约

70.9 万元人民币的铝制品

RCEP 原产地证书，福建

省 RCEP 出口签证货值

突破 10 亿元！

记者了解到，RCEP生

效实施以来，福建省出口企

业签证热情高涨。截至目

前，全省共为413家出口企

业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

份数1966份，其中厦门本

地企业占业务量的一半以

上，主要签证产品为农产

品、伞具、铝箔板、鞋靴等，

可为中国出口产品减免进

口国关税上千万元。原产地

证书的办理时间也从 2 个

工作日缩短到3分钟。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的

“国籍”证明，是企业享受

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凭

证，素有“纸黄金”之称。

RCEP 生效后，各成员国

之间将按协定规定立即降

税，履行服务投资开放承

诺，区域内 90%以上的货

物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

税。通过RCEP关税优惠

安排，区域内企业可利用

投资便利化条款、原产地

累积规则、经核准出口商

制度等，高效达成贸易活

动，灵活进行业务布局，从

而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价值

链升级和重构，消费者也

能够享受到更加质优价廉

的产品。目前中国企业出

口产品凭 RCEP 原产地

证书可在 RCEP 已生效

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泰国、越南、新加

坡、柬埔寨、文莱、老挝等

10 个成员国享受进口关

税减免。（白若雪朱文尧）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

门市博物馆日前推出“当盛世·忆

英雄”———郑成功传奇一生数字

展，观众足不出户就能“穿越”至

明末清初，沉浸式体验民族英雄

郑成功的传奇一生。

展览以郑成功生平事迹为故

事主线，设置“海上世家”“抗清与

海上贸易”“收复宝岛”“经略台

湾”四个章节，深度挖掘郑成功纪

念馆的馆藏文物资源，通过创意

设计，将 58 件文物的高清图片素

材，嵌入式展示在相关历史事件

当中，并配有详细文物介绍，观众

能边读故事边看文物。

展览还嵌入二十多个互动响

应式界面、郑成功文化知识小问答

等，进一步增强互动性与知识性，

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学习体验感。

观众也能由该展链接进入郑成功

纪念馆实景VR场景，云逛博物馆。

在业内看来，厦门市博物馆

推出的郑成功传奇一生数字展，

真正实现了用文物讲故事，用故

事串历史，让这段历史和民族英

雄郑成功的故事呈现得更加生动

有趣，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

推动厦博展览数字化工作再上新

台阶。 （郭睿胡安迪）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

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

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了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十四五”发展规划》（简称

《枢纽规划》）。其中，厦门入

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建设名单，福州、泉州入

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建设名单。

综合交通枢纽是综合

交通网络的关键节点，是各

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和一

体化组织的主要载体。根据

《枢纽规划》提出的目标，到

2025年，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集群协同开放水平持

续增强，枢纽城市集聚辐射

作用较快提升，枢纽港站及

集疏运体系更加完善，一体

化、集约化、人文化、复合化

水平明显提高，枢纽经济发

展活力进一步显现，现代综

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而根据《厦门市“十四

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

划》，至 2025 年，厦门将基

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积极服务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一方面，打造通达

全球的国际航空枢纽，加快

推进厦门新机场建设，完善

机场功能定位，优化国际航

线网络，大力发展航空货运

服务，优化客货运组织和服

务流程，推进通用航空发

展；另一方面，提升铁路枢

纽地位，加快福厦高铁、厦

门高铁北站建设，全面接入

国家高速铁路干线网络。谋

划通达内陆地区铁路通道，

推进铁路项目前期工作，主

动融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主骨架。 （沈华铃）

云上逛郑成功数字展市博物馆推出沉浸式观展体验

福建RCEP签证货值破 10 亿
厦企占业务量一半以上

厦门入选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

厦门火炬高新区综合排名创历史最佳
位列全国第 14 名，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排全国第 10

海内外厦门同安乡亲欢聚云端

共迎新春

侨界代表畅谈北京冬奥会

点赞高科技

珍藏的合影，永久的纪念
———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

逝世 46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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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据了

解，厦门市今年将推动至少 10 个便

民生活圈试点社区的建设工作。去

年 8月 30 日，商务部官网公示了全

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名单，其中，厦门市成功入选，成为

全国首批 30 个试点城市之一。

去年以来，厦门便利店市场可

谓是喜讯频传———在见福、美宜佳、

十分等快速拓展的同时，7-11、罗

森等也纷纷来厦落地，市民的生活

更加便利，品质消费也进一步提升。

厦门市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加大对试点社区的补贴奖励，同

时，推动生鲜便利店进小区，加大

“盲点”区域生鲜便利店建设力度。

与此同时，厦门市还鼓励现有农贸

市场提升改造，全方位、多维度拓展

服务范围和质量，打通惠民利民“最

后一公里”。

随着生鲜电商的发展，在厦门，

市民足不出户轻点手机，“菜篮子”

“米袋子”很快就能便利送上门来。据

介绍，紧跟新时代居民生活消费升级

需求，厦门市结合新零售、新业态和

新消费模式，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提供

便民服务。试点社区积极引进应用

5G、AI、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新兴

技术，创建新型体验类服务，赋能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沈彦彦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