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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3月 9

日，一季度“开门红”“央媒话厦

门”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新华

社、中央广电总台、经济日报、光

明日报等中央和福建省主要驻厦

新闻单位同时将镜头对准厦门奋

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的切实行

动和亮点成效，通过鲜活具体的

案例，反映厦门全力以赴抓好一

季度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以来，厦门按照省委、市

委关于“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

增效益”的行动部署，积极推出有

力措施，大力招商引资，狠抓项目

落地，力促竣工投产，全力推动厦

门市一季度“开门稳”“开门红”。

在为期两天的采访中，媒体

记者将陆续走进东部体育会展新

城，带来亚洲杯体育场馆的最新

进展；探访马銮湾新城的前场物

流园区、生态三岛公园等地，实地

感受发展脉动；走访电气硝子四

期，探寻科技创新“密码”。除集中

采访外，各媒体还将根据自身需

要开展个性化采访。

政策如何为“开门红”保驾护

航？项目建设进展如何？如何服务

企业增产增效？……这些都是媒

体记者关注的焦点。

据悉，按照市委提出“提高效

率要落到‘快’字上、提升效能要

落到‘优’字上、提增效益要落到

‘实’字上”的要求，厦门于 1 月

13 日出台全市一季度“开门红”

工作总体方案，提出 11 个方面主

要举措。截至 2月底，累计出台促

进“开门红”工作政策文件 22 份，

措施近 200 条，确保经济稳定持

续发展。项目建设方面，厦门市组

织新年“开门红”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一季度项目集中开工，全力保

障推动 168 个重点项目春节期间

不停工、65 个项目早复工。厦门

“开门红”工作方案梳理的 100 个

市级重点服务项目，截至 3 月 4

日，已有 81 个项目开工；其中，列

入省“开门红”方案中涉及厦门的

13 个重点服务项目均已实现动

工。

与此同时，厦门用好用足促

生产稳增长八条措施、促进企业

降低成本增产增效七条措施，规

模以上企业正月十五前复工率达

98%。此外，厦门大力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确保

一季度“开门稳”“开门红”目标顺

利完成，推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林露虹）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2025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产

值力争达到 2200 亿元。”面对“十

四五”，厦门市日前发布了《厦门

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简称《规划》），为

发展绘就蓝图。

根据《规划》，厦门围绕着产

业规模、企业实力、创新能力、应

用水平四大维度确定了“十四五”

发展目标。

在产业规模方面，到 2025

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T 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厦门

“中国软件特色名城”步入全新阶

段。全市涉软企业营收规模突破

2000 亿元，力争达到 2200 亿元。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业务

收入比重达到 60%以上。

在企业实力方面，至 2025

年，在数字创意、行业应用软件、

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培育营收过

亿企业超过 120 家，上市软件企

业数量超过 15 家，厦门市重点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超过 100

家。

推动创新能力增长。至 2025

年，力争全市骨干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突破 15%，新建 10 家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高水平研究院、实验

室、协同攻关基地等新型研究机

构和创新载体。

推动产品应用更上新台阶。

软件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水平进一步提升，面向工业软件、

重点行业应用软件等领域的场景

需求，开展关键软件研发项目攻

关，打造 5个厦门特色品牌产品。

围绕着 4 大目标，产业发展

如何布局？在具体产业布局方面，

将统筹推动“5+X”产业领域及关

键环节发展，持续提升行业应用

软件、数字创意两大优势领域发

展层级，全面夯实工业软件、网络

安全两大关键领域发展根基，积

极促进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发展提

升，稳步实现以云计算、区块链、

新一代人工智能、元宇宙为代表

的新兴领域发展突破。

厦门市也制定了创新突破的

行动方案，如将推出数字创意“铸

牌”行动、工业软件“强基”行动、

网络安全“立盾”行动、大数据服

务“创新”行动等举措促进软件行

业的创新发展。

在布局和行动之外，《规划》

也重视从多角度构建良好环境以

支持发展。以创新活力激发工程、

融通格局构建工程、应用场景开

放工程、软件素养提升工程、人才

梯队建设工程等项目为抓手，为

软件产业不断筑牢发展根基。

（杨晓辉林逸君）

本报讯（记者 林硕 通讯员

陈颖）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新

业态。3月 8日上午，作为中国最

大出口 B2C 电商平台，阿里巴巴

全球速卖通落地厦门跨境电商产

业园。

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阿里巴巴全球速

卖通商家运营服务中心将依托本

地化服务，深入产业带服务企业，

重点培育全国上百个产业带的优

质跨境商家，手把手地为商家提

供一站式跨境电商全链路解决方

案，将为厦门跨境电商点燃新引

擎，开启“卖全球”加速度。

厦门市贸促会党组书记、会

长柯碧如表示，厦门市贸促会将

借助国际跨境电商展会这个大平

台，做好企业服务工作，推动产业

创新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打造企业合作交流、政府招商引

资的一流平台。

会上，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厦门市委员会消息，2022 中国

（厦门）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将于 6

月 15日至 17 日在厦门举办，届时

展会将吸引众多知名跨境电商平

台、服务商和产业企业参加。

2022 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

商展览会将深入持续构建“龙头

引领＋平台支撑＋服务中小微企

业”的产业链生态，展览规模预计

将超过 7 万平方米、逾 2000 个国

际标准展位，覆盖全国超 50 个优

势产业带，邀请国内外百余专业

采购团组参加，将为 10 万多家核

心跨境卖家和优质供应商提供一

场对接盛会。

此次展会将以中日邦交正常

化 50 周年为契机，重点打造“魅

力日本馆”。为主动服务金砖“中

国年”，提升厦门“金砖之城”影响

力，打造永不落幕的“买在金砖”

展会平台，展会将举办线上线下

“买在金砖”金砖国家特色商品展

销活动，借助国际跨境电商展会

的大平台，帮助优质金砖国家特

色商品开拓广大中国市场。展会

期间将举办多场专题会议论坛，

赋能企业开拓“金砖＋”新兴市

场，推动厦门外贸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3 月 5 日，厦门奥林匹克

博物馆联合厦门市各残疾人

协会举办“一起向未来”2022

冬残奥体育嘉年华活动。此

次活动也作为第二届厦门体

育消费生活节配套活动，致

力于推广全民健身、科学健

身理念，促进厦门市体育消

费市场复苏发展。

博物馆内实时播放着冬

残奥比赛，馆外一片欢乐景

象：《一起向未来》手势舞教

学、冬残奥画卷涂鸦、非遗棕

编体验、“雪容融”黏土制作

……现场观众通过各类趣味

横生的活动体验别样的冬残

奥会氛围。“此次活动通过举

办各类运动体验，展现残奥运

动员不向命运屈服、勇敢挑战

极限的精神，也希望能通过活

动鼓舞更多的人，成为自己的

人生冠军。”厦门奥林匹克博

物馆副馆长吴云说。

活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

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与厦门

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共

建仪式，两家单位将紧密合

作，让更多残障人士加入体

育运动，体会运动的快乐与

成就，为更多人带来正能量

和拼搏向上的精神。

中国现代山水画研究院

执行院长、知名画家洪阿林

在活动中捐赠了冬奥滑雪主

题油画《荣誉时刻》，该油画

将在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永

久收藏，并适时展出。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活

动，让更多残障人士切实感

受到来自身边的关怀。”吴云

表示，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

长期致力于残障人士和特殊

人群的关爱活动，每年都会

举办各类关爱活动，馆内设

有“环形扶梯”“残障人士卫

生间”等一系列关爱设施。

（吴君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最

新的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

业名单，11家福建企业入围。

在入围的闽企中，厦门企业数

量最多，达到7家。

入围“双百行动”企业名

单的厦企分别是：厦门新立

基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港

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象

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厦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建

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是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

小组组织开展的国企改革专

项行动之一。“双百行动”共

选取百余户中央企业子企业

和百余户地方国有骨干企

业，全面落实“1+N”系列文

件要求，深入推进综合性改

革，在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率先取得突破，打造一

批治理结构科学完善、经营

机制灵活高效、党的领导坚

强有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显著提升的国企改革尖

兵，充分发挥示范突破带动

作用，以此凝聚起全面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强大力量，

形成全面铺开的国企改革崭

新局面和良好态势。（刘艳）

感受别样的冬残奥氛围
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

冬残奥体育嘉年华活动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名单
七家厦企上榜

厦门出台规划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再突破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落地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

福建代表团以全团名义提交建议：

支持福建建设闽籍华侨华人“寻根”工程

中国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

中国石雕艺术大师吴德强：

传统魅力呼唤当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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