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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8 月 24 日，厦门市政协

召开“弘扬嘉庚精神 推

动更多海外侨胞融入厦

门建设”重点提案办复

会，推动提案办理。负责

督办提案的副市长庄荣

良，市政协副主席国桂荣

出席会议。

在今年年初市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期间，由市政

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提出的

“弘扬嘉庚精神 推动更多

海外侨胞融入厦门建设”提

案被遴选为市政协 2022 年

重点提案。委员们在提案中

建议，要打造好媒体融合、

文旅融合、交流交往三个平

台，提高嘉庚精神的传播

率，增强嘉庚精神的感召力

和厦门的城市吸引力。对

此，市委统战部等主会办单

位在会上介绍了提案办理

情况。

庄荣良表示，要坚持

政治引领，彰显时代价值，

以新的手段讲好嘉庚故

事；要厚植文化根脉，涵养

新侨资源，从小抓好嘉庚

精神的宣传教育；要以华

侨精神和侨文化作为桥梁

纽带，凝聚侨心侨力，服务

国家战略。

国桂荣指出，弘扬嘉庚

精神对增强海外侨胞凝聚

力和向心力，尤其是增强海

外华侨青年的情感连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认真

办好提案，助力厦门发展，

服务国家建设。 （卫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即将于

9 月 8 日至 11 日在厦门举办的第二

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

称“投洽会”），日前正式确定韩国为主

宾国，重庆为主宾省（市）。记者从投洽

会组委会获悉，本届投洽会将继续以

双向投资促进为核心，服务多双边经

贸合作，促进更多国家之间扩大相互

开放和投资，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积极

作用。

韩国将举办

系列投洽会主宾国活动
近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明确

韩国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本届投洽

会。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及属下大韩

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简称 KOTRA）将

牵头设立 420 平方米以上的韩国国家

馆，并举办国别投资环境说明会、一对

一企业洽谈等系列活动。

除韩国整体营商环境外，韩国全

罗南道、全罗北道、忠清北道、庆尚南

道、光州广域市、釜山广域市、光阳湾

圈经济自由区厅等政府驻华代表均将

组团参展。

釜山港湾公社、仁川港湾公社、农

水产食品流通公社、韩国水协中央会

等机构代表也将来厦参会，为大会客

商带来韩国最新的投资政策解读及优

势项目说明。

另外，重庆市作为主宾省(市)将设

置 720 平方米展馆，哈尔滨作为明星

市将设置 400 平方米展馆。

聚焦RCEP

推动多双边经贸合作
本届投洽会将积极贯彻全球发展

倡议，服务多双边经贸合作，聚焦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策划举办多场活动。

9 月 8 日下午，以“高水平全面开

放，高质量区域发展”为主题的 RCEP

国际合作论坛将在投洽会上亮相。论

坛将开展一系列政策解读，围绕“区域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区域投资重点

领域及前景分析”等专题展开分享与

研讨。

以“共享发展机遇，拓展RCEP合

作空间”为主题的 2022 福建———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经贸合作对接会（RCEP

专场）也将于投洽会期间举办，帮助企

业寻求跨境合作发展新机遇，建立起

更长远更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韩国、厄瓜多尔、所罗门群

岛等国家和地区将在投洽会期间举办

专场推介会。 （吴君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上

市后备企业，可享受工作经费补

助，最高奖励 300 万元；企业上

市，经营团队可享受一次性奖励，

最高奖励 200 万元；上市公司迁

入厦门自贸片区，最高奖励 2000

万元；上市企业返投，最高奖励

1000 万元……厦门自贸片区管

委会日前制定出台《福建自贸试

验区厦门片区进一步促进企业上

市发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加大对企业上市的奖补力度。

上市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

平台，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

此次结合片区实际出台《办法》，

旨在支持片区企业加速对接资本

市场，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

上市公司迁入

最高奖励 2000万元
此次出台的《办法》可谓拿出

“真金白银”，诚意满满。《办法》明

确，企业依法在境内外资本市场

上市后，按照融资金额给予经营

团队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为:融

资金额在 10 亿元（含）人民币以

上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200 万元；

融资金额在 5 亿元（含）至 10 亿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150 万元；融资金额在 2 亿元

（含）至 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的，奖励 100 万元；融资金额在

5000 万元（含）至 2 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50 万元。

《办法》还鼓励企业通过收购

兼并或其他方式将市域外上市公

司迁入厦门自贸片区，企业迁入

后，企业经营团队可享受一次性

奖励，奖励标准为：以在迁入厦门

自贸片区之日的公司市值为准，

50 亿元以内奖励 500 万元；50 亿

元（含）至 100 亿元奖励 1000 万

元；100 亿元（含）至 500 亿元奖

励 1500 万元；500 亿元（含）以上

的奖励 2000 万元。要注意的是，

这项奖励分四年每年按照奖励标

准 25%的比例兑现，兑现金额不

超过企业当年度区级经济贡献。

厦门自贸片区企业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

板”）挂牌，也有奖励。根据《办

法》，对进入“新三板”挂牌的片区

内企业，在基础层挂牌的奖励

100 万元，在创新层挂牌的奖励

200 万元。其中，基础层的挂牌企

业首次调整进入创新层的，给予

补足 100 万元差额奖励。此外，鼓

励“新三板”企业积极向北交所、

科创板、创业板等转板，转板上市

后可补足扶持差额。

企业返投

最高奖励 1000 万元
企业上市有奖励，上市前还

可以享受费用补助。根据《办法》，

厦门自贸片区企业上市前可享受

证监局辅导备案补助和上市申请

受理补助。具体来看，上市后备企

业经厦门证监局正式辅导备案

后，给予 300 万元上市工作经费

补助；上市后备企业向中国证监

会或国内证券交易所提出发行上

市申请并经正式受理，给予 200

万元工作经费补助。

企业返投也可享受“大礼

包”。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后，将新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厦门

自贸片区实体经济的（房地产除

外），按照对片区实体经济投资金

额 1%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

最高为 1000 万元。

据悉，《办法》本月正式施行，

有效期 5年。

（吴晓菁周莹陈新忠）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为推动破解企

业外贸合规难题，助力企业“走出去”，近日，海

丝中央法务区遴选并公布首批 12 家企业外贸

合规服务机构。

海丝中央法务区高度重视企业外贸合规工

作，将其列入年度重点工作。通过前期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层层筛选和严格审核，市海丝法务办

牵头会同市工信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商务

局、市国资委、市贸促会、市工商联(总商会)、厦门

海关等单位联合遴选首批12家服务机构，分别

是：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福建世礼律师事

务所、福建信实律师事务所、福建旭丰律师事务

所、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

师事务所、北京安杰(厦门)律师事务所、海蜂坤行

(厦门)法务信息管理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厦门中小在线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厦门市服务贸易与外包协会和厦门市

光电半导体行业协会。

首批入选机构涵盖了专业律所、科技公

司、认证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国企、合

资、民营等企业类型，旨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体系认证、线上合规、行业资源导入等专业

化、数字化、市场化相结合的企业外贸合规综

合服务。

据介绍，入围的 7 家律师事务所普遍承

诺，对上门企业，提供一次免费法律咨询、一次

企业合规检查、一场企业合规培训。有的服务

机构还承诺为企业提供建立企业出口合规管

理体系的专业咨询、企业出口货物第三方审核

等免费服务。厦门市服务贸易与外包协会、光

电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等也积极参与，将依托“慧企云”等平台，为

企业导入政策咨询、信息推送、融资对接、行业

培训等行业服务资源，共同帮助企业完善治理

结构，健全管理制度，防范合规风险，维护合法

权益。

日前市海丝法务办还会同有关单位联合

发布了《海丝中央法务区企业外贸合规服务手

册》，汇编对外贸易、境内外投资、境外日常经

营、专项合规等四大类 30 个精选案例，助推对

外经贸合作企业建立合规管理制度，提高法律

风险防控能力。 （江海苹谢森福）

最高奖励 2000 万 加大奖补力度 鼓励企业上市

海丝中央法务区
助力企业“走出去”

首批12家企业外贸合规服务机构公布

重庆市作为主宾省(市)，哈尔滨作为明星市

无惧“烤”验全力以赴
凝聚统战力量，同心抗击疫情

集美文确楼
护好侨胞的“根”让后代记得“家”

以行养校以产养学
抗战期间侨汇与闽南教育

的星星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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