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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新建

成 5G 基站 2167 个，福建全省首个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竣工验

收，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完成投

资额 6.5 亿元……记者 8 月 14 日

从厦门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 1-7

月厦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显

著提速。

市发改委会同市数字办，统筹

推进全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数字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市

发改委牵头建立新型基础设施重

点建设项目库，加强项目跟踪并定

期滚动更新，2022 年谋划和实施新

型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 100 项，

总投资 345 亿元，年计划投资 40.9

亿元。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共 21 个，

总投资 98.4 亿元；融合基础设施项

目共 58 个，总投资 79.7 亿元，其中

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完成度最

高，1-7 月已完成投资额 6.5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66.7%；创新

基础设施项目共 21 个，总投资

167.2 亿元，其中嘉庚、翔安创新实

验室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今年

计划投资 13.7 亿元。从资金来源

看，财政投资项目共 53 项，总投资

173 亿元，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共 47

项，总投资 172 亿元，各占约 50%。

全省首个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实现竣工验收
7 月底，厦门完成了厦门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目前已具备客户开通条

件。该项目有助于厦门外向型园区

招商引资，吸引国际金融服务、跨

境电子商务、软件与信息服务外

包、国际文化交流、国际总部办公

等外向型企业落户园区；补强厦门

建设高能级开放大平台和高水平

开放大通道的国际通信基础网络。

东南智慧

供应链产业园项目

预计年底投产
东南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项目拟

建设物流枢纽平台、区域物资集散分

拨平台、智慧信息平台、供应链金融

服务平台，今年已完成投资 5.3 亿

元。该项目将打造成现代物流产业

“新地标”，提供涵盖采、销、仓、配以

及展示、金融、信息技术等一体化的

供应链服务。项目于去年7月开工建

设，预计今年底前建成投产。

嘉庚创新实验室

十余项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嘉庚创新实验室 1-7 月已完

成投资 3.6 亿元，在氢能、储能等领

域孵化创办了华商厦庚、杰瑞嘉矽

等高技术企业，截至 7 月已累计吸

引外部投资近 3 亿元。据介绍，实

验室建设总面积逾 7 万㎡的能源

材料大楼作为主要研发基地，落成

亚洲首座无噪声实验室，可提供当

前全球极限精度的加工与表征条

件。在能源存储、未来显示、新材料

等领域十余项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其中多项技术有望打破国外垄断

或颠覆现有工艺，如突破了硅基负

极材料首次库仑效率低导致电池

实际比能量下降的技术难题等。

（刘艳易婧）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8 月

16 日下午，第二东通道(翔安大桥)

最后一件墩台 HT1 上节精准落位

后，就标志着海中桥梁下部结构全

部完工，距离全桥合龙更进一步

了。

此次吊装的 HT1 上节墩台，

长 24.7 米，宽 4.5 米，高 9 米，重

1484.6 吨，相当于 742 辆轿车的重

量。作为全桥下部结构的最后一块

“拼图”，最后一件墩台的顺利吊装

将为剩余桥梁上部结构钢箱梁的

顺利吊装提供支持。

为了顺利完成吊装，项目施工

团队实施了一系列创新，如通过 75

毫米高强度预应力粗钢筋将承台

和墩身进行连接，提升工程品质；

在墩台与桩基对接安装阶段，千斤

顶主动顶升承接吊具，实现墩台

“软着陆”，安全保障再提升。

中交二航局厦门第二东通道

A2 标段海上吊装总指挥邓小华介

绍:“海中墩台吊装的全部完成，为

国内复杂海域、航空限高条件下预

制墩台的绿色智能建造提供了经

验，后续项目团队将稳步推进墩台

装配化成套技术研究。此次吊装为

海中区桥梁上部结构最后攻坚阶

段提供有力保障，预计 8 月末将实

现全桥合龙。”

翔安大桥西起枋钟路与金尚

路交叉口，接海沧隧道本岛连接

线，以隧道方式下穿现有枋钟路，

向东以连续梁桥跨厦门东侧海域，

终于翔安大道，全长约 12.37 公里，

其中跨海桥梁(海中区)长约 4.5 公

里。

按照计划，翔安大桥明年春节

前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海

西经济区路网和厦门市城市路网，

助力跨岛发展，对厦门建设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王绍亮王海阳阳勇）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近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发布了“2021 年中国轻工

业二百强企业”名单，三家

厦企入围，分别是奥佳华

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 100 位)、立达信

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09 位)和厦门银祥集团有

限公司(第 143 位)。区域总

部设于厦门的安踏、特步、

九牧也入围该榜单，包括

这几家企业在内，福建共

11 家企业入围，安踏体育

用品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福

建榜榜首，位于该榜单的

第 16 位。

奥佳华集团是厦门侨

企，国内最大的按摩器具

产业集团，是行业首家上

市企业。其多年聚焦大健

康产业的深耕与发展，致

力于构建奥佳华大健康生

态系统，业务涵盖保健按

摩、健康环境、家用医疗三

大板块。目前，奥佳华拥有

全球 11 大生产基地，自

2005 年以来连续 15 年出

口份额稳居龙头。

立达信主要业务包含

照明和物联网(IoT)两大板

块，同时经营海外市场和国

内市场，今年上半年得益于

代工业务和品牌业务同时

发力，实现营收、净利润双

双增长。上半年立达信实现

营业收入 39.11 亿元，同比

增长 40.77%；归母净利润为

2.8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0.97%；扣非净利润为 2.65

亿元，同比增长 91.11%。

厦门银祥集团是一家

以饲料生产为基础，以屠宰

加工、肉制品加工、豆制品

加工和菜籽油加工为核心，

以品牌连锁直营与加盟为

主要营销模式的产业链型

企业集团。

该榜单显示，2021 年度

二百强企业分布在全国 24

个省区市，涉及家电、食品

制造、酿酒、造纸等 38 个轻

工行业，营业收入合计为

3.48 万亿元，占轻工行业全

部营收的 15.6%。其中 7 家

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

元，利润总额超过了 100 亿

元，美的集团、海尔集团、格

力电器列二百强榜单的前

三位。 （李晓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日前，“丝路海运”联盟

与加纳港务局通过“云端”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提升港口和航运服

务、推广“丝路海运”服务标

准体系、数据交换及人才培

养等方面，进行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携手积极融入和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加纳港务局是“丝路海

运”联盟首个非洲伙伴。业

内人士认为，其正式加入

“丝路海运”联盟，进一步体

现了该联盟合作的国际化

和多元化。

“丝路海运”联盟是中

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

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

平台。随着合作伙伴不断扩

充、合作领域不断深入，“丝

路海运”联盟已成为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稳定

器”。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福

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丝

路海运”还将持续推进联盟

合作、拓宽国际视野、创新

发展路径，为加快建成世界

一流的现代化港口群、做大

做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提

供强力支撑。

（汤海波白文斌）

本报讯 8 月 11 日，2022 年

厦门市大学生嘉庚主题文化创意

比赛正式启动。本次比赛由陈

嘉庚纪念馆主办，厦门大学、福

州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等各高校相关学

院协办。活动面向厦门市各院

校在读学生，征集兼具创新性、

实用性、生产可行性和市场性

的文化创意产品，旨在以更宽

视野、更新理念讲好讲活新时

代“嘉庚故事”，借青春之智、青

春之声、青春之力彰显嘉庚精

神时代价值。作品征集时间将

截至 9 月 18 日。

比赛分平面类、实物类两个

组别，参赛作品可包括手绘插

画、海报、折页、装帧、H5、宣传

页，或首饰、家具、文具、玩具、包

装、数码产品、生活用品、旅游纪

念品等，设计素材包括但不限于

陈嘉庚纪念馆馆藏文物、嘉庚建

筑、集美学村风景等与嘉庚精神

相关且具有纪念价值、象征意义

的元素。比赛评选工作分为初

评、复评两个环节，入围作品将

由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决出最

终名次，并收到由赛事组委会颁

发的获奖证书及奖金。

去年，陈嘉庚纪念馆首次

举办厦门市大学生嘉庚主题文

化创意比赛，共收到来自 180

个团队 / 个人的 205 组有效作

品，引发良好反响。今年，陈嘉庚

纪念馆聚焦“传承嘉庚文化、弘

扬时代精神”这一主题，”以“文”

为媒，以“创”为介，再次为厦门

文创领域优秀青年人才搭建起

思想碰撞、成果展示的舞台。今

后，陈嘉庚纪念馆将进一步完

善赛事机制，打造出更具活力、

更富魅力的嘉庚精神宣传平

台，进一步展现出新时代嘉庚

学子秉承“诚毅”校训，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

中踔厉奋发、刚健有为的精神

风貌，鼓励年轻一代弘扬嘉庚

精神的时代价值，争当伟大理

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

力军。

海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工

2021 年中国轻工业 200 强
厦门侨企入围

“丝路海运”联盟首迎非洲伙伴
携手融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厦门市大学生嘉庚主题文化创意比赛启动

两岸金门籍青少年夏令营成功举办

百年嘉庚故居

极俭朴的起居 最慷慨的奉献

赓续嘉庚精神

续写中华文化
由国际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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