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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

日，华顿经济研究院在上海发布

“2022 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

厦门排名第 26 名。

榜单以上年度GDP总量排名

前110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年

度入围城市，按照其硬经济指标和软

经济指标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取前

100位作为年度百强城市。

根据《厦门市 202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

算，厦门去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GDP)7033.89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8.1%。这个增

幅和国家刚刚公布的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增幅持平。公报显示，

2021 年厦门市 GDP 增速虽居副

省级城市第 7位，但两年平均增

长 6.9%，居副省级城市第 1 位；

人均GDP保持 2万美元以上，已

经超过国际标准的初等发达经济

体水平。

据悉，华顿经济研究院前身

为 1988 年成立的上海经济发展

研究所，是中国首家对宏观经济、

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进行全方

位、综合性研究的咨询机构。自

2015 年以来，华顿经济研究院连

续八年组织编制年度“中国百强

城市排行榜”。 （王温萍）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记

者 6 月 30 日从“福影耀八闽喜迎

二十大”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获

悉，福建重量级电影《陈嘉庚》将于

近期在厦门开机拍摄，将陈嘉庚先

生的生平搬上银幕。

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电影局主

办的“福影耀八闽喜迎二十大”系列

活动当日在厦门大学举行启动盛典，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伟泽，厦门大

学党委副书记徐进功，导演黄健中，

编剧王兴东、王建国(夏蒙)等出席。

本次活动由优秀影片展映、设立

特色展映展厅、百场“福文化”电影

直播、公益电影主题放映、“福影福

见”福建红色互动电影开发计划、“伟

大历程”电影主题党史宣推、青少年爱

国电影展映、电影经典音乐汇演等八

大特色项目组成，用镜头书写八闽

故事，用银幕传播福建声音，谱写新

时代“福”文化电影新篇章，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电影《陈嘉庚》当日举行发布

会，该电影导演黄健中、编剧王建

国、总策划唐蒙等主创详细介绍了

电影创作情况。据悉，影片将于近

期在厦门开机取景。出生于厦门集

美的陈嘉庚是爱国华侨领袖、企业

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巨大

贡献，他先后创办上百所学校，最

让世人瞩目的就是亲手创办了厦

门大学和集美大学两所高校。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中坚人物，

81 岁的泉州籍导演黄健中表示，

小时候在集美学村上学，多次见过

校主，一直很敬仰他，拍一部关于

陈嘉庚的电影，是自己从影 60 多

年来的心愿。王建国是国家一级编

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导

演，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代表

作有纪录片《毛泽东 1929》《撑起

南方一片天》《山和海的怀念》，文

献纪录片《筑梦路上》《永远的军

魂》《风云四十年》等，由其担任电

影《陈嘉庚》编剧，也让各界颇为期

待。 （刘筠）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厦

门市贯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的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提

出到 2025 年，厦门将建成国家知

识产权强市。

《实施方案》对厦门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市做了全面部署，重点

围绕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运行、服

务、文化、交流合作 6个方面，推出

15 项举措，并细化为 74 小项措

施，在具体落地项目上体现了厦门

特色。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厦门将建成国家知识产权强

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要全面提

升，知识产权经济规模要进一步

扩大，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要更

加紧密融合。

在具体指标上，《实施方案》

明确，到 2025 年，厦门每万人口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要达到

21.47 件，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

要达到 3000 件，马德里国际注册

商标持有量要达到 600 件，作品

著作权登记量要达到 7 万件，知

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要

达到 50 亿元。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35 年，

厦门市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将跻

身国内前列，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

深度融合，成为保护创新的坚实后

盾；知识产权意识深入人心，成为

鼓励创新的自觉共识；知识产权深

度融入国际合作交流，成为合作创

新的桥梁渠道。届时，厦门将成为

知识产权经济高质量发展典范，建

成国内领先、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

产权强市。 （陈泥曹亮张婧娴）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7 月 5 日，火炬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总经济师张斌娜

接听市长专线，解读《厦门火

炬高新区关于加快培育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张斌娜说，火炬高新区将

专精特新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建立专精

特新企业库，以梯度培育、精准

滴灌的培育方式，集中优化要

素配置和加强服务保障，致力

加快发展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后备企业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推动现有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

行业领域的单项冠军。

《若干措施》共 10 项扶持

条款，着力在技术创新、融资

支持、管理提升等方面进行扶

持，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专注

主业、重视研发、提升质量。同

时突出政策的可操作性，多采

用免申报或叠加配套的方式，

便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例

如，在技改项目、研发创新方

面，火炬高新区加大扶持力

度，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

对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

可按照市、区两级奖补不超过

设备投入的 15%予以补足。对

符合条件的，可按照年度享受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费

用数额的 10%予以补贴，企业

每年可享受最高 300 万元的

补贴。

《若干措施》适用对象为

火炬高新区专精特新企业库

的工业企业。张斌娜介绍，除

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直接纳入企业库外，

火炬高新区每年筛选出一批

具备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

潜质的后备企业纳入企业库

培育，原则上在库企业可连续

享受《若干措施》的扶持 3 年。

今年上半年，火炬高新区已完

成首批 30 家后备企业的遴选

工作。 （陈璐）

本报讯据中新网报道由

福建省侨联和陈嘉庚纪念馆

联合举办的《同向同心同

行———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

主题展览，7 月 1 日在福州的

福建华侨主题馆开幕。

本次展览展出 357 张珍

贵历史图片，以中国共产党最

真诚的诤友、挚友———陈嘉庚

先生为叙事视角，讲述其在探

索救国道路上与中国共产党

人相遇、相知，携手共圆民族

复兴之梦的感人历程。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

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

和社会活动家。他传奇的一

生，是爱国爱乡、倾资兴学、推

动社会进步的一生，在半个多

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他为民族

独立、国家富强做出卓越贡

献，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

质财富。

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建省

人大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福

建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员会、福建省委省直机关工

委，福建师范大学、医科大学

侨联，华侨大学福州校友会，

菲律宾归侨侨眷联谊会、欧洲

福建侨团联合总会，华侨中

学、华侨小学以及华侨代表共

40 多人出席了开幕仪式。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

在致辞中指出，希望通过举办

展览，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重温历史、缅怀先贤，从

陈嘉庚先生当年作出的政治

抉择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更好地

弘扬嘉庚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优良传统，凝聚起砥

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本次展览共分为“要为国

家民族奋斗”“中国的希望在

延安”“最要紧是国家前途”三

部分。 （闫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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