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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

厦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1786.98 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7.5%，增幅比全

国、全省分别高出 2.7 和 0.8

个百分点，经济基本面的稳

定性较强。

今年以来，厦门全力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不断巩固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市

经济运行开局平稳，实现

了“开门稳”“开门红”。据

悉，一季度全市主要经济

指标平稳增长，主要行业

指标表现积极，多项指标全

省靠前，其中 GDP增速位居

全省第 3 位，建安投资等 12

个指标排名全省前三。一季

度厦门市经济发展较为均

衡，农业稳住了基础，工业、

建筑业稳住了基本盘，服务

业中的批发业、金融业、

营利性服务业表现不错，

体现出厦门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

（沈彦彦张绍勇翟晨晨）

本报讯 4 月 27 日，由

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主办，

陈嘉庚纪念馆、中国民主党

派历史陈列馆承办，各民主

党派厦门市委协办的“百年

统战 砥砺初心———厦门市

纪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政策提出 100 周年暨中共

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4 周

年展”在陈嘉庚纪念馆开

展。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31

日。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集美学校委员会

主任王雪敏，以及程明、谢

素原、黄世忠、吴丽冰、张志

红、蔡锋、陈紫萱等各民

主党派市委主委，无党派

人士代表王军共同为展

览揭幕。

展览分“统一战线百年

100 件大事”“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厦门市民主党

派工作实践”三部分，以图文

结合的展览形式，回顾中国

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走过的

百年同心路和复兴同行史，

并结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

口号”以及厦门市各民主党

派工作实践等内容，展示

厦门市各民主党派履行参

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

商职能，成为中共厦门市委

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

生动故事。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4

月 26 日是第 22 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厦门知识产权 CBD 揭牌仪式

在厦门自贸片区中城国际广场举

办，中国邮政、厦门市美亚柏科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知识产权

CBD 招商运营战略合作、机构入

驻签约。当天，台商协会知识产权

维权工作站授牌成立。

“知识产权 CBD”将通过“知

识产权 +”运营、法务、金融、文创

等，线上数据服务、线下服务大厅

相结合，吸引各类服务机构、创新

主体、研发设计等市场主体进驻，

打造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的要素

供给侧保障综合体，形成厦门乃至

福建省知识产权服务链群的集聚

高地，积极探索构建海丝中央法务

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生态圈。

接下来，“知识产权CBD”主运

营方厦门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将

以平台服务为技术支撑、以基金投

资为手段，开展知识产权招商培育，

加快推进建设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运

营中心，配合“厦门知识产权商城”

项目，构建认证、溯源、全流程监控、

纳税、维权、信用监管的正品电商平

台，开辟线下闽台商品直销中心，打

造台湾商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

围绕两岸融合，共同开展两岸与“一

带一路”知识产权经济发展试点，主

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国家

和地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积极

探索和先行先试。 （郑丽金）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宁德时代再增

百亿巨资投资厦门。日前，宁德时代发布公告

称，宁德时代拟在厦门投资建设厦门时代新

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130 亿元。

根据该公告，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将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本次项目各期预

计自开工建设起不超过 26 个月，项目规划用

地面积约 1900 亩，建设内容为动力电池系统

及储能系统生产线。

实际上，这并非宁德时代首次来厦投资。就

在 4 月 18 日，宁德时代宣布，厦门成为其

EVOGO 换电服务落地的首个城市。据悉，

EVOGO由宁德时代在厦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预计到今年底，宁

德时代将在厦门完成30座快换站的投建。

而在去年7-8月，宁德时代陆续在厦成立

了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和时代电服科技有

限公司。去年11月 19日，由宁德时代与厦门大

学牵头共建的厦门时代新能源研究院正式成

立。去年12月 19日，时代新型锂离子电池项目

开工仪式在厦门举行，该项目总投资70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71万平方米，拟建设新型锂离子

电池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今年 3月 24日，据企

查查消息显示，厦门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注册资本为20亿人民币。

业内人士称，宁德时代连续在厦投资，将有

望在厦形成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带动厦门成

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重要一极。 （叶子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上海航运交易

所近日发布 2021 年全球主要港口远洋干线国

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在泊时间报告，厦门

港以平均在港时间 1.35 天的综合效率、平均

在泊时间 1.05 天的装卸作业效率，分别排名

第 3、第 4 位，整体表现不俗。

业内人士介绍，在港时间指的是船舶到

达港口待泊锚地到靠泊完成装卸作业离开泊

位的总时间，体现港口设施设备、引航、调度、

装卸、集疏运、通关等方面的综合效率；在泊

时间则表示船舶抵靠泊位进行装卸作业所用

的总时长，体现的是港口装卸作业效率。也就

是说，船舶平均在港、在泊时间越短，港口效

率就越高。

“效率领先的背后，是厦门港持续提质降

本增效，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决心和主动作为。”厦门港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厦门港不断优化港口生

产调度、提升场内疏运效率，减少船舶等待时

间、提高船舶周转效率；利用“引航船舶可视

化信息平台”“航运公司综合服务平台”等智

能化平台大幅压缩审批事项办理用时，令综

合服务效率显著提升。尤其在智慧港口建设

方面，推动 5G+ 全场景应用、传统集装箱码头

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堆场库场改造，推动港口

建设养护运行全过程、全周期数字化等，都走

在了行业前列，不断提升港口作业效率。

（汤海波厦港宣）

厦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力争2025年营收达2500亿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力争到 2025

年末，文化产业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2500 亿

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比重达 7%

左右。近日发布的《厦门市“十四五”文化产业

发展规划》提出了这一目标。

《规划》提出，文化产业要充分发挥其在

厦门市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中的

独特作用，成为厦门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的重要支撑。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厦门市将努

力构建以影视产业、网络视听产业为龙头引领

产业，以文化旅游业、创意设计业、动漫游戏业

为重点优势产业，以艺术品业、音乐产业为重

点培育产业的“2+3+2”产业格局；将继续构建

以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动力

核”，以集美、海沧、同安、翔安作为发展文化产

业的“四翼”，重点培育 13个文化产业功能区，

形成“一核、四翼、多点”的产业空间格局。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厦门市文

化产业的八大重点工程，包括新时代中国影

视中心打造工程、国家级智能视听产业基地

建设工程、国家级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创建工程、文化创意设计和艺术产业

提升工程、高品质文化消费和生活场景营造

工程、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工程、国家级文化

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工程、文化贸易促进

工程。 （龚小莞）

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道

近几年来，疫情之下的文旅市

场遭受重创，热门打卡地鼓浪

屿也是如此。今年正值鼓浪屿

申遗成功五周年，为助力恢复

鼓浪屿文化商圈繁荣，促进市

场回暖向好，岛屿重回计划系

列活动应运而生。

据了解，鼓浪屿管委会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推出门票优惠、

消费补助、房租减免、文艺惠

民等多个方面优惠措施，邀

请市民游客共赴春日时光。

除给一些业者减租外，鼓浪

屿自 2022 年 4 月 7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推出国有核心

景点联票由 90 元降价至 60

元，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中国唱片博物馆门票五折优

惠，并以组合形式发放价值

100 万元消费券，促进旅游

消费。同时，从五一开始恢复

各类文化活动。

仅五一期间，鼓浪屿岛

上就将举办“水彩鼓浪

屿———2022 厦门水彩画会

作品展”、“岛屿玩咖嘉年

华”、“一块砖的艺术梦想”体

验等多场“岛屿重回计划”系

列活动。其中，鼓浪屿美院将

举办的“岛屿玩咖嘉年华”活

动，有多场艺术展览、主题音

乐会、手工体验课、特色体验

店，以及不少福利互动，等待

游客免费参与享受；鼓浪屿

当代艺术中心文创空间将于

4 月 30 日—5 月 4 日特别推

出的“一块砖的艺术梦想”体

验活动，则以“砖”为媒，由专

业驻地画师亲自指导市民游

客，亲身探索将旧物变艺术，

创造独一无二的“砖属”作

品。 （林泽贵）

130 亿！
宁德时代增资厦门
布局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厦门港效率排名全球前列
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在泊时间

分别排名第 3、第 4位

厦门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5%

打造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的要素供给侧保障综合体

助力鼓浪屿旅游市场回暖 厦门发起“岛屿重回计划”

厦门举办侨青台青创新创业分享会

诚续嘉庚梦，大德永不孤
———纪念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

孙炳炎诞辰 110 周年

江洋龙：侨二代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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