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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5 月 29

日，记者从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2022 年数字厦门工作要点》(以下简

称《工作要点》)了解到，今年数字厦门

建设将把数据汇聚共享和开发利用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围绕智治、兴业、惠

民三大方向，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数字

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工作要点》从 6

个方面提出了 38 项重点任务。

打造协同高效“数字政府”
厦门将通过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市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务办

公“一网协同”、城市运行“一屏通览”，

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尤其在

政务服务渠道上，要大力推行政务服

务“掌上办”“自助办”“就近办”，推动

不少于 600 项“掌上办”事项入驻“闽

政通”；“e 政务”自助服务事项突破

220 项；持续拓展“省内通办”“跨省通

办”“异地代收代办”，自助服务跨省通

办范围扩大到 10 省 40 个地市。为提

升重点领域智治水平，将聚焦疫情防

控、交通治理等市域治理热点难点问

题，开发建设疫情防控应急指挥、市容

环境秩序协同管理、交通不文明行为

协同管理、大流量人群疏运保障等一

批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协同联动示

范应用场景。

发展融合融通的数字经济，提升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能级，实施数字技

术创新突破工程，支持数字经济领域企

业创新平台建设，培育30家市级以上

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培育优质数

字经济创新企业，争取100家以上企业

纳入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独角兽”“未

来独角兽”和“瞪羚”创新企业名录。开

展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智能制造集

成商、云服务提供商征集遴选，形成资

源池；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实施平台赋能行动，优化升级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产教融合平台建设。

建立共治共享数字社会
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

强化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坚决打破信

息孤岛、数据壁垒，6 月底前全市各级

部门信息系统全面接入市政务数据汇

聚共享服务体系，市政务信息共享协

同平台有效数据达 50 亿条以上；深化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编制公共数据资

源开放目录清单，发布年度公共数据

开放计划。

建立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深化

数字惠民便民，提升智慧健康服务水

平，对接省工作部署推进“三医联动一

张网”整合。优化提升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在更大范围推动诊疗信息互通共

享；推广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

式，破解就医预缴充值、多次排队结算

付费等痛点；提升智慧出行服务水平，

开放停车数据资源，鼓励企业开发提

供“预约车位”“车位诱导”“错时停车”

“信用停车”等系列便民出行服务。

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适度超前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提升网络基础设施，全面推进“双千兆”

光网城市建设，按照“以用促建”的思

路，力争2022年新建 5G基站 1万个、

5G虚拟专网 50个；加快星火·链网厦

门超级节点建设；厦门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达1000 万个

以上。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发展，提升政

务云平台安全防护和数据交换能力，完

善市级数据中心异地灾备服务平台，构

建政务云同城双活中心。

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完善顶层

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政府部门从“建

项目”向“买服务”转型。

推动不少于 600 项“掌上办”事项

入驻“闽政通”；“e政务”自助服务事项

突破 220 项；持续拓展“省内通办”“跨

省通办”“异地代收代办”，自助服务跨

省通办范围扩大到 10 省 40 个地市。

推广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

模式；开放停车数据资源，鼓励企业

开发提供“预约车位”“车位诱导”

“错时停车”“信用停车”等系列便民

出行服务。

适度超前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全面推进“双千兆”光网城市建设，

力争 2022 年新建 5G 基站 1 万个、5G

虚拟专网 50 个；厦门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达 1000 万

个以上。 （李晓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日前，厦门市科技

局修订出台《厦门市留学人员创业扶持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鼓励和扶持留学人员

留厦或来厦创业，加快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孵化

进程，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据了解，自 2012 年市科技局首次出台《厦

门市留学人员创业扶持资助暂行办法》以来，厦

门共资助留学人员创业企业 213 家，兑现扶持

资金 3200 多万元。为继续鼓励留学人员来厦创

业，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条款，根据《厦门经济

特区鼓励留学人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结合厦

门近年来科技发展情况，修订了该《办法》。

《办法》扩大了留学人员的定义。除公派或

自费出国(境)学习、获得学历学位的人员以及在

国内已取得学历学位、到国(境)外进修人员外，

将在中国境内高校毕业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

在厦门市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基地内创办企

业的外籍人才，纳入支持对象。

《办法》改变了留学人员创业专项资金资助

形式。由原来的分等级资助，修改为分期资助，

首期先给予 20 万元资助，3 年内，成长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或福建省科技小巨人企业或厦

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厦门市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的，再给予 30 万元资助。

《办法》还调整了留学人员创业扶持方式，

除留学人员专项扶持资金外，将科技创新创业

引导基金、研发费补助、科技金融纳入留学人员

留厦创业重要扶持方式。 （吴君宁）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5 月 31 日，由咪

咕动漫有限公司、厦门信息集团等 13 家单位联

合发起的厦门市元宇宙产业联盟，在厦门信息

未来酒店成立，咪咕动漫被推选为理事长单位。

此次成立大会由市工信局和市大数据管理局指

导，移动咪咕动漫、信息集团、吉宏股份、市动漫

游戏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前不久厦门出台了《厦门市元宇宙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将从基础研究攻关、应用场景构建、企业培

育发展、产业生态构建、监管治理提升等5大方面

实施一系列行动，力争将厦门建设成“元宇宙生态

样板城市”。该联盟的成立是落实《行动计划》的具

体举措，也标志着厦门在元宇宙产业领域实现了

从碎片化向体系化的发展转型。

联盟由市工信局、市大数据管理局指导，咪

咕动漫有限公司牵头发起，吸纳了重点企业、高

校院所、金融机构等 50 多家相关单位，旨在发

挥多方优势，促进“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共同推

动厦门元宇宙产业发展。

咪咕动漫是联盟重要的力量之一，依托中国

移动 5G+“连接+算力 +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

系，并具备T.621+5G+XR领先技术优势。作为

T.621 国际标准产业联盟主席单位，咪咕动漫自

2017年发布由我国自主原创、主导制定的文化领

域首个国际技术标准T.621后，一直积极推进 5G

技术与T.621的深度融合及应用落地。

截至目前，厦门已建成 5G基站超 1万个，

云计算、算力等新基建走在前列；动漫游戏、人

工智能、虚拟内容制作及运营等领域也快速增

长。 （李晓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40 个满载着进口碎米的集装

箱“坐船”来厦门港，从嵩屿码头

上岸，在厦门多式联运港站换装

铁路箱后，直接换乘火车去往南

平建瓯。

这是厦门多式联运港站在

外贸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方面

的又一次拓展。“首批 40 标箱进

口碎米实现海铁‘无缝衔接’，不

用拆箱、不出码头，直接发往下

一站。”厦门多式联运港站负责

人介绍，后续该港站还将迎来超

过 4 万吨进口碎米，预计带来约

1500 标箱的海铁联运业务增量，

助力厦门港奋力实现“双过半”。

2019年起，厦门港大力发展

海铁联运业务，积极扩大港口集

疏运能力，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

提供支持和保障。业内人士介绍，

海铁联运运能大、周转效率高、安

全性稳定性好，且降低企业综合

物流成本，产品竞争力较强。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厦门多

式联运港站积极实施“提高效

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

拓展港口腹地货源业务，主动对

接了解客户需求，并增进与铁路

部门沟通协调，共同推动港口、

铁路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同

时，在海铁联运各个环节中提高

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提质增效

带动综合成本下降，吸引更多外

贸企业选择厦门港。

（汤海波龚小婉王晓真）

本报讯据新华社报道端午佳节来临

之际，“龙腾虎跃”2022 海峡两岸赛龙舟活

动将于6月2日至3日在厦门市举办。

赛龙舟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中国传

统民俗活动，在海峡两岸都深受广大百

姓喜爱。据悉，作为本次活动重头戏的龙

舟比赛将于 6 月 2 日在集美区龙舟池鸣

锣开赛。两岸 41 支参赛队的千余名选手

将一同乘风逐浪、击水奋楫，其中大陆队

伍 24 支、台胞队伍 17 支。比赛分为 300

米直道赛和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开幕

式及龙舟比赛传统的“点睛仪式”将于 6

月 3 日端午节当天上午举行，总决赛和

颁奖仪式也将同日登场。

“龙腾虎跃”2022 海峡两岸赛龙舟活

动还配套举办多项文化活动，包括 2022

年海峡两岸青少年龙舟模型竞赛、龙舟

斗阵行、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端午文化论

坛等。

本次海峡两岸赛龙舟活动由国家体

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电影频道节

目中心、中国龙舟协会、福建省体育局、

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厦门成立元宇宙产业联盟
已吸纳重点企业等 50 多家单位

创业留学人员看过来
扶持政策修订了提出 6个方面 38 项重点任务

“龙腾虎跃”
2022 海峡两岸

赛龙舟活动将在厦门举办

厦门多式联运港站拓展海铁联运新业务

亮 点

厦门多式联运港站积极拓展港口腹地货源业务

集美后垵红楼

侨楼传奇未曾了，乡情知多少

中企出海：乘风破浪

《黄炎培日记》中的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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