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2022

厦门人才服务月”暨“鼓励留学人

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颁布 20 周

年庆活动于 6 月 9 日启动，厦门

将在 6 月集中开展 158 项人才主

题活动，服务各路英才在厦筑梦、

逐梦、圆梦。

去年 6 月，一首《留厦的歌》唱

响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城市主旋

律，越来越多优秀人才来厦成为“城

市合伙人”。2021 年，厦门全市人才

资源总量突破 139 万人，获评 2021

年度“中国最佳引才城市”、“海创人

才吸引力城市”。“厦门人才服务月”

已经成为展现厦门人才工作成果的

“金字招牌”。

今年厦门人才服务月将围绕

“全力构筑富有独特吸引力的人才

高地”这一目标，聚焦“强化国际交

流、拓宽引才渠道、推介人才环境、

完善服务机制”四大板块，发出求贤

纳才的宣言，希望让更多有用之才

高兴地来、舒心地留、快乐地工作生

活。

据悉，2022 厦门人才服务月启

动仪式上将重磅发布“群鹭兴厦”人

才十大礼包，包括实施“首席科学家

扶持项目”、提升“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站补贴和博士后安家补贴、设立

“厦门人才伯乐奖”、评选优秀人才

工作者等十条举措，既为人才搭好

成长阶梯，又为人才建好舒适“生活

圈”。

城市的国际化首先是人才的国

际化。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鼓励留

学人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颁布 20

周年，启动仪式现场还将公布首批

十位厦门海归创业先锋代表名单。

人才服务月期间厦门还将陆续举办

“金砖 +”留学人才项目对接洽谈

会、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领航人才

研修班、官任国际学堂外籍人才融

合系列课程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提

升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和竞

争力。

礼遇人才、崇尚人才，才能使人

才与城市深度融合、互相成就。人才

服务月活动现场专门为市级拔尖人

才代表、“双百计划”成熟期企业项

目集中颁证，提升人才的获得感和

成就感。同时，钟南山院士领衔的

“呼吸医学人才培训中心”将落地揭

牌，10 家“市级人才服务驿站建设

单位”首次亮相，清华校友三创大

赛、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数字

人力资源产业园等多个项目也将在

现场签约，助推各类人才企业在厦

门沃土上竞相成长，进一步营造宜

居宜业的人才发展环境。

（黄怀杨鸿杏陈媛）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

报道 6 月 8 日，厦门海关

隶属东渡海关审核通过一

份签往韩国的约 350 万元

人民币的合金棒材 RCEP

原产地证书，标志着厦门

海关为厦门市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涉及货

值突破 20 亿元。

货主厦门金鹭硬质合

金有限公司持有这份证

书，可以获得进口国约 10

万元的关税减免“红包”。

该公司棒材海外销售部部

长冯丹慧表示：“公司出口

的合金棒材凭借RCEP 原

产地证书在协定国家可以

享受不同程度的关税减免

待遇，公司出口货物的竞

争力大大增强了！”

“真金白银”的政策红

利，使出口企业签证热情

持续高涨。数据显示，1-5

月，厦门海关共为厦门市

300 余家出口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 3877

份，签证货值近 19 亿元，

出口企业凭证可在目的国

享受关税减免约 1900 万

元。 （白若雪苏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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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发展面临

更多挑战。

今年以来，厦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

和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贺

信重要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重要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提

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全力

做好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防风险等各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

快速落实兑现稳增长政策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去年底

召开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

稳增长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头等

大事。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决扛

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积极落实

中央及省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举措，

出台系列纾困解难政策。全国稳住

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厦

门立即研究部署具体落实举措和

配套措施。目前，各相关部门均已

出台政策措施，为各行各业送去

“及时雨”。

项目是发展的支撑，市委市

政府紧紧把项目作为工作抓手。

今年首个工作日，厦门即组织包

括新机场主航站楼在内的全市

132 个项目集中开工，以起步即冲

刺的奋斗姿态掀起项目建设热

潮；随后，又先后组织一批重大项

目参加第一、二季度全省视频连

线集中开工活动，推动形成更多

实物工作量。厦门专门印发了全

生命周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实施方

案，推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加快

建设进度、尽快发挥效益。

招商引资是应对严峻复杂形

势的破题之策。厦门深入实施大

招商、招大商、大员招商，线下招

商与线上招商相结合，推动招商

引资和项目落地进一步提速提

效。投资超百亿元的天马 8.6 代面

板、中创新航三期等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纷纷落地实施，为经济发

展不断注入动力活力。

促进市场主体茁壮成长
稳住市场主体，才能稳住经济

的根基。只有市场主体兴旺，经济才

能兴旺。

“市场主体是厦门发展进步的

力量主体。”虎年春节假期甫一结

束，厦门立即接连举行民营企业、中

小微企业、金融企业、文化旅游企

业、建筑与房地产企业等座谈会，并

召开企业家大会，在全市树立充分

尊重企业家、全力支持企业加快发

展的鲜明导向。

问需于企、问计于企。市各套班

子领导密集深入挂钩重点企业纾困

解难、促产促销。各级各部门深入车

间、深入工地，送政策、送服务，在一

线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厦门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大力

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程，针对企业

难点痛点堵点，着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茁壮成

长”；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出台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实施方

案，着力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在着

力稳市场主体以保就业的基础上，

厦门对重点人群实施精准帮扶就

业，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强化失业保

障，综合施策促进就业。

有力有效防范风险
厦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力防范风

险。

3 月 28 日，厦门国际健康驿站

如期投入使用，启用至今累计有近

8000 名入境人员在此接受“一站

式”健康管理，该驿站已成为厦门

“外防输入”的重要屏障。

今年以来，厦门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落实省委“快准

严实细”要求，有力有效应对处置疫

情。面对疫情发展变化，准确研判形

势，因时因势调整策略，分级分类落

实防控措施，同时杜绝层层加码，不

搞一刀切、简单化，以精准防控最大

限度降低疫情影响。厦门还注重加

快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疗救治能

力建设，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够迅

速对病毒形成压倒性优势，快速扑

灭疫情。

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厦门毫不

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化解

各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物资能源供

应保障，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安定稳定。

（蔡镇金）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

报道 6 月 4 日，一批来自

台湾高雄地区的货柜搭乘

中欧（厦门）班列建发专列

发往俄罗斯。这是中欧（厦

门）班列首发“台湾-厦门

- 圣彼得堡”海铁联运线

路。

这批货物来自台湾高

雄，货物品名汽车车灯，货

值约 86 万元人民币。此

前，该批货物以海运方式

抵达厦门。经测算，从台湾

海运至厦门再搭乘中欧班

列运往俄罗斯，用时一天

就完成了全部过境转关及

防疫消杀手续，比全程海

运节省近一半的运输时

间，可以有效节约物流成

本，提升运输时效，充分彰

显厦门自贸片区的优质营

商环境和中欧（厦门）班列

独有的海铁联运通道优

势。

今年 3 月以来台湾地

区、东南亚至俄罗斯的传

统海运运输受限，而台湾

经厦门转口至俄罗斯的海

铁联运物流通道，为上述

地区货物发往俄罗斯提供

了新的物流快捷方案。

据中欧（厦门）班列企

业负责人介绍，班列平台

将根据客户需求，针对性

地为客户提供“门到门”的

全程物流服务和物流方

案。本次货柜到达莫斯科

后，将及时安排全流程清

关、仓储、提货等供应链专

业服务，并通过专有物流

配送至圣彼得堡仓库，为

市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

货物传递问题。

根植集装箱货物过境

厦门口岸的政策优势，中

欧（厦门）班列不断扩大海

铁联运规模，推动两岸产

业深度融合，推进与东南

亚及台湾等地区的互联互

通。自开通截至 2022 年 5

月底，中欧（厦门）班列已

累计发运 1147 列，折合

47399 个 40 尺大柜，累计

货值 277.11 亿元。其中，海

铁联运已折合发运 2026

个标准柜，承运货值超 10

亿元。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

会一直持续提升中欧（厦

门）班列平台的国际联运

功能，提高其物流全链条

流转时效，形成常态化良

性发展的长效机制。目

前，中欧（厦门）班列已稳

定开行厦门 - 汉堡、厦门

- 中亚、厦门 - 俄罗斯三

条主要线路。通过不断发

挥自贸片区和综保区的

叠加优势，中欧（厦门）班

列为东南亚及台湾等地

区货物联通欧亚腹地，提

供了稳定优质的物流方

案与服务，将海铁联运模

式结合，实现“海丝”“陆

丝”的无缝连接。

（吴晓菁 周莹 张进）

中欧（厦门）班列又开新线路

厦门全力做好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防风险等
各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侨企厦门海福盛食品集团产业园落户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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