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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4

月 6 日，厦门大学举行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致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

贺信暨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再动员大会，激励师生坚定不移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

勇前进，不断开创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新局面。当天是厦门大学建校

101 周年。

厦大党委书记张荣、校长张宗

益出席并讲话，厦大党委常务副书

记林东伟主持会议，大会以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形式举行。

去年 4月 6 日，厦大庆祝建校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厦

大发贺信，充分肯定厦大光荣传

统、办学成效、优良校风和鲜明特

色，为厦大新百年新发展指明前进

方向。

张荣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厦大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重要精神领航，以更高的

历史站位、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

深邃的战略眼光，在更高水平上

实现思想对标、政治对标、行动对

标，切实打造一流办学能力和一

流办学体系，扎实实施“育人优

先、名师引育、创新服务、协同万

方”四大战略，加快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步伐。

上周调任厦大的“新厦大人”

张宗益表示，面向新百年，厦大要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胸怀“国之大

者”，坚持“四个面向”，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

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与时俱进，加

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内涵建设、

特色建设、高质量建设，以更高质

量的办学成就和更高水平的育人

能力，更好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历史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

重托与厚望。

大会颁发了南强杰出贡献奖，

它是厦大教师最高荣誉奖，每人奖

励 20 万元。今年奖项授予厦大海

洋与地球学院焦念志教授、厦大生

命科学学院韩家淮教授、厦大数学

科学学院钟同德教授、厦大历史与

文化遗产学院陈支平教授。

（毛敏倩陈浪佘峥）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近

日，厦门市出台《厦门市先进制造

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2022-2026

年）》（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力争

到 2026 年末，按照每年 15%左右

的增速，全市先进制造业集约化水

平有效提升，形成先进制造业规模

倍增、供给提升、全面突破的良好

发展态势。

《实施方案》提出了先进制造

业倍增的四大发展目标：第一，产

业规模倍增突破，工业增加值突破

4000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1.5 万亿元，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

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55%和 50%，

招商落地项目 5 年累计新增实际

到资额达到 3000 亿元；第二，打造

一家“领航型”的头部企业，力争到

2026 年，打造一家千亿级制造业

“领航型”头部企业；第三，壮大一

批重点产业的上市企业、龙头企业

和骨干企业，力争到 2026 年，培育

上市企业达到 100 家，龙头企业达

到 150 家，骨干企业达到 300 家；

第四，力争到 2026 年，培育“独角

兽”企业达到 5 家，“瞪羚”企业达

到 200 家，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达到 20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达到 300 家。

如何提升先进制造业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了多项真金白银

的扶持举措。例如，布局建设一批

制造业创新中心，对列入先进制造

业倍增计划的企业，单家企业可获

研发费用补助年度金额由 500 万

元提高至 1000 万元；加大技改扶

持力度，将技术创新基金规模从

100 亿元扩大至 150 亿元，对“白名

单”企业给予融资支持；强化智能

制造示范带动，对获得国家级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

点示范项目、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试

点示范项目、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

场景、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企业，

给予 100 万元的奖励等。

《实施方案》还针对企业并购

整合、总部企业落地发展、企业上

市融资、企业成长激励、重点产业

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奖励

政策，助推企业做大做强。此外，对

先进制造企业的用地保障、人才扶

持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支

持。 （张诗）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再显实

力。近日，位于国家级闽台(厦

门)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研发

型高新实体企业———五赫兹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的基础上，开足马力生产，

其自主研发生产的五赫兹空

气物表消毒产品成为福建省

首个通过审核的适航消毒产

品，为多领域消毒作业提供

“利器”。

多年来，厦门市高度重

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涌现

出安邦生物、万泰凯瑞等众

多生物医药领域高新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厦门市共有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超 2800 家、国家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 56 家，省级

科技小巨人企业 236 家；国

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 137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8

家，企业技术中心 229 家，企

业博士后工作站 33 家，新型

研发机构 56 家。国内专利授

权量 3.65 万件，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量 3779 件。

五赫兹(厦门)医疗用品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有完善的

工业配套设施，成为吸引医

疗行业、积聚生物创新的新

高地。

据悉，作为福建省首个

通过审核的适航消毒产品，

“五赫兹空气物表消毒剂”从

项目申请、适航验证到现场

评审、理化试验共历经 1 年

半左右的时间，全过程均在

厦完成，产品性能经测试符

合 SAE AMS 1452C 和波音

(BoeingD6-7127P)的要求，将

为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

(飞机、地铁、动车)等环境内

物体表面消毒及空气中常见

细菌的消杀提供新方案。

（沈彦彦）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据统计，厦门自贸片区一季度

超额完成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出口、实际利用外资、重点建

设项目固投等三个指标，较去

年同期同比增长均超过30%。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厦

门自贸片区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出口额任务数 141 亿元人

民币，目前初步预计完成 165

亿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31%，超额完成任务的 117%；

实际利用外资到资任务数 7

亿元，完成 8.63 亿元，同比增

长 33.8%，超额完成任务的

123.3%；固定资产投资任务

数 9700 万元，完成投资 2.07

亿元，同比增长达到 252%，

超额完成任务的 214%。

一季度，独角兽企业准

时达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全资控股的厦门市富泰通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安家自贸

片区，德信集团海外事业总

部也于近日落地厦门自贸片

区，不仅将为厦门市带来进

出口额、批发额、物流收入、

税收等方面的贡献，还将在

人才服务、国际贸易争端解

决等方面与相关机构深化合

作，助推海丝中央法务区自

贸先行区的建设。

此外，魔方泛演艺项目、

和平能源、朝聚医疗等 28 个

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额达

41.3 亿元，涵盖总部经济、供

应链、数字经济、文化创意、

集成电路研发设计等领域。

重要项目相继落地，展现出

厦门自贸片区高质量发展的

蓬勃生机。厦门自贸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利

用制度创新的优势及营商好

环境，结合 14 个重点平台，

推动厦门自贸片区进行数字

化转型，扩大招商引资，全力

以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刘佳盈 周莹 蔡绵绵）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日前，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

工程———高甲戏电影《阿搭嫂》在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顺利开机。这

也是厦门首部戏曲电影，拍摄时

间约为半个月，预计 6月在厦门

首映。

高甲戏《阿搭嫂》是厦门市

金莲陞高甲剧团的代表作，由

三获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的曾学文编剧，知名导演陈大

联、吕忠文等先后执导，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吴晶晶主演。

该剧讲述了古道热肠、好打抱

不平、大大咧咧的闽南“阿搭

嫂”一连串令人喜中带涩的故

事，讴歌了友善、慈爱、崇德、互

助的人性之美和道德光辉。

电影《阿搭嫂》由中国戏剧家

协会、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等

联合出品。内容方面，电影版《阿

搭嫂》遵循了舞台版的故事主线，

删去了过去演员和观众互动交流

的部分，情节变得更加紧凑。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版《阿搭

嫂》的总导演程箓是福州人，出生

在京剧世家，执导过京剧电影《大

闹天宫》等，但他却是一个对闽南

话一窍不通的人。“为了突破语言

障碍，我花了整整一年多时间，把

自己泡在《阿搭嫂》里，反复读剧

本、看录像带。”程箓说，最终，他

从不同的版本中挑出了各自的精

华部分，集结成了电影剧本的雏

形。

程箓说，和舞台现场表演相

比，电影的艺术展现形式更加“苛

刻”———需要演员在一个小小的

“取景框”内，将戏曲里的动作、表

情等提炼出来，加以放大，这对演

员来说情感的细腻流露尤为关

键。

吴晶晶表示，作为厦门第一

步戏曲电影，《阿搭嫂》承受了许

多人的期待。她相信，借助电影的

形式和现代的科技手段，闽南本

土戏剧可以走得更远。同时，她也

希望，电影版《阿搭嫂》能有机会

参评今年的“金鸡奖”戏曲类奖

项，让更多人关注到戏曲方面的

“厦门出品”。此外，出品单位还计

划在上映后将电影推广到东南亚

地区，让更多海外的闽南华侨华

人有机会欣赏到家乡优秀的传统

剧目。 （叶子申）

厦企研发全省首款适航消毒产品
为多领域消毒作业提供“利器”

厦门自贸片区重要项目相继落地
三指标同比增长超三成

厦门大学举行大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颁发南强杰出贡献奖

厦门市出台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

集美校委会清明节云上祭祀嘉庚先生

再次集结，奔赴“前线”！

厦门市委统战部

增派干部下沉一线抗疫

梦加网络用游戏

讲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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