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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

道第七届世界闽商大会即将

召开。近日，闽商大会组委会

办公室在福州先后举办了美

洲和欧非两场视频座谈会，

分别与美洲、欧洲、非洲等海

外闽籍侨胞侨商代表举行视

频座谈会，围绕进一步弘扬

闽商精神、凝聚侨资侨智侨

力、促进福建高质量发展等

进行线上交流。福建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永礼出席

美洲专场座谈会。

王永礼代表第七届世

界闽商大会组委会向出席

座谈会的闽籍侨胞侨商代

表及海外乡亲致以诚挚问

候，对广大侨胞侨商关心家

乡发展、支持家乡建设、驰

援家乡抗疫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福建正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侨资

侨智侨力引进工程，积极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

节点、重要通道，加快推进

新福建建设。希望广大侨胞

侨商充分发挥融通中外的

桥梁纽带作用和资金、技

术、管理、人才等优势，促进

更多资源要素汇聚福建，助

力“四大经济”等发展，做新

发展阶段新福建建设的参

与者、贡献者、见证者，家乡

福建将一如既往地为侨胞

侨商投资兴业提供支持和

服务。

海外侨胞侨商代表表

示，世界闽商大会是海内外

闽商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

平台，为海外闽商了解家

乡、寻找商机、促进合作创

造了良好条件，将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弘扬闽商精神，

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

化促进家乡与住在国的交

流合作，为福建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林清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6 月 14 日，2022 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与发展论坛在

厦举行。论坛围绕“金砖中

国年与金砖创新基地建设:

新担当、新方案、新实践”这

一主题，邀请 8 名来自厦门

金砖创新基地智库合作联

盟的专家学者，针对金砖

“中国年”的厦门担当与实

践探索、高质量推进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进行主旨演讲。

论坛同时发布了《金砖创新

基地蓝皮书(2021)》和《金砖

国家国别报告》两份智库合

作成果。厦门市委常委、副

市长黄晓舟出席并为厦门

金砖创新基地智库合作联

盟、厦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

升培训基地联盟第二批成

员单位、金砖示范单位(项

目)授牌。

在主旨演讲中，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

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

凤英，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

宇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从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应对

全球发展新挑战、金砖合作

的挑战与机遇、新工业领域

合作与发展、新变局下金砖

合作走向与厦门金砖创新

基地作为、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等方面，共同提出推进金

砖创新基地建设的中国“声

音”。

论坛发布了两份智库

合作成果，其中，《金砖创

新基地蓝皮书(2021)》从政

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

发三个方面介绍了金砖创

新基地一年来的建设发展

情况；《金砖国家国别报

告》通过政策梳理、数据分

析等方式，聚焦金砖国家

产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的现状，以及与中国开展

双边合作的情况，并提出

对策建议。

随着金砖创新基地人

才培养工作不断深入，厦

门金砖新工业能力提升培

训基地联盟首次扩员，11

家院校和企业成为第二批

授牌单位，除了厦门理工

学院、福建警察学院、厦门

华厦学院等院校以外，还

有美亚柏科、厦心医院、盈

趣科技、金牌厨柜等 8 家企

业；授牌的 2021 年度金砖

示范单位(项目)共 104 个，

覆盖数字制造、人工智能、

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科研

创新等新工业革命领域。

（李晓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日，厦门市

国资委发布《关于厦门国资国企稳增长促

发展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推出四个方面 36

条举措。

发挥国企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根据《通知》，厦门国企将从积极拉动

有效投资、加大产业招商力度、提高重点行

业贡献度、加强城市运转和民生保障等方

面，提质增效稳增长，发挥国有企业稳定

器、压舱石作用。

投资建设，国企是“硬核力量”。市国资委

将发挥国企项目建设主力军作用，加快推进

所承担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往前排、工

期往前赶，重点保障新机场（主体工程）、第二

东通道（翔安大桥）及地铁 3、4、6 号线等重大

项目如期推进，力争 2022 年完成投资额 650

亿元以上。

在加大产业招商力度方面，今年以来，市

国资委已推动 23 个项目完成签约，接下来将

继续搭建平台、主动出击、招大引强，为国企

招商做好制度保障和正向激励，特别是推动

建发集团、国贸控股、象屿集团充分发挥自身

投资和供应链优势，将招商引资转化为企业

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城市运转和民生保障工

作，夯实交通、水务、燃气、环卫、“菜篮子”“米

袋子”等民生服务，全力以赴稳就业保就业，

进一步引导广大高校优秀毕业生留厦就业，

原则上新增岗位按不低于 50%的比例，专项

用于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

切实加快减免房租政策落地

《通知》明确减免房租、及时付款、降低

成本、优化供给、提供金融服务等举措，推

动国有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促进

协同发展。

减免房租方面，坚持“应免尽免、应免快

免”，切实加快减免房租政策落地。对承租市

属独资、全资、绝对控股国有企业的国有房屋

及保障性配套商业用房从事生产经营，且最

终承租人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要在

2022 年普遍减免 3 个月租金，并力争在上半

年完成减免主体工作。对 2022 年被列为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街镇行政区域或因落实防

疫要求严重影响经营活动的，再补充减免 3

个月租金，全年合计减免 6个月租金。

及时足额支付中小企业账款方面，严格

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和《厦门

市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

若干措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方式，及时

足额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做到“应付尽付、应

付快付”。

保障中小企业运营要素方面，配合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做好用水、用气阶段性优惠工

作，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用水、用气实行“欠

费不停供”，允许其在 6 个月内补缴欠费。搭

建国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为产业链上下

游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服务。

（刘艳徐可）

本报讯（通讯员许晓霞）

6 月 10 日，陈嘉庚教育基金

会换届大会举行，何福龙当

选为基金会第八届理事会

理事长，陈忠信当选为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长。

陈嘉庚教育基金会前

身为 1989 年 6 月成立的厦

门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在上级主管部门和

相关单位的支持下，基金会

更名为“厦门市陈嘉庚教育

基金会”。2017 年，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集

美校友总会回信精神，更好

地传承和弘扬嘉庚精神，厦

门设立陈嘉庚奖学金，用于

资助“海丝”沿线国家华侨

华人学生和港澳台地区集

美校友后裔来厦学习深造。

陈嘉庚奖学金自 2017

年设立以来，前五届共录取

1107 名学生，包括来自泰

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

寨、越南、老挝、斯里兰卡等

“海丝”沿线国家的 1106 名

华侨华人学生以及 1 名中

国香港集美校友后裔学生，

最终实际报到 987 名，五年

累计颁发陈嘉庚奖学金总

金额 10592 万元。来到厦门

后，这些学生进入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

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

技术学院、集美工业学校、

集美中学等学校学习，培养

的最高学位为博士。

陈嘉庚教育基金会还

有一个传统项目———集美

学村奖教奖学项目，至今已

经设立 33 年，该奖教奖学

项目以集美学校所属各院

校为主要服务对象，近 5 年

来，共奖励优秀教职工 307

名，优秀学生 2132 名，颁发

的奖教奖学金总金额为

301.11 万元。此外，基金会

还积极参与西北对口帮扶、

“爱心厦门·圆梦助学”公益

项目等，在更广范围传承嘉

庚精神、助力困难学子。

海外闽籍侨胞侨商代表视频座谈会举行

厦门金砖创新基地智库合作联盟授牌
2022 金砖创新基地建设与发展论坛举行

厦门推出 36 条举措
助企纾困稳增长

福建筹备“南侨总会与陈嘉庚”研讨会

浴火重生：

厦门瑞幸咖啡的翻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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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在花砖洋房

尽职于嘉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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