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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速递

红动中国

厦门银城智谷二期即将入市
经过三年建设，银城智谷二期即将迎来收

获期。据厦门城投消息，以 I-4 地块为代表的智

谷二期独栋写字楼和临海高层预计在近期陆续

入市预售，待项目交付后将为同安新城的产业

承载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

据悉，作为福建省、厦门市重点项目，智谷

二期项目可租售面积为 16.79 万平方米。其

中，紧邻地铁 9 号线智谷云谷站和爱琴海购

物公园的 I-4 地块于 2019 年 9 月动工建设，

目前该地块已具备预售条件，即将入市，该地

块的产品包括临海高层、独栋写字楼等，是厦

门岛外首个 4.0 现代化产业园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

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银

城智谷作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重要基地，是厦

门招商引资和产业承载的重要平台，智谷二期

的竣工投用，将进一步打开新城招商引资的空

间，为新城产业链群的落地夯实基础。

银城智谷园区运营团队负责人李华兵介

绍，随着众多重点企业的持续入驻，智谷园区的

人气也越来越旺，与之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配

套正在持续完善中。 （张珺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科普教育基地再添 12 家
近日，12 家单位获命名第十三批厦门市科

普(教育)基地。至此，厦门共有 80 家市科普(教

育)基地。

12 家单位包括：5 家教育科研类单位，分别

为厦大海洋科技博物馆、厦大火炬极客空间基

地、鲸探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智慧＋质量科普

(教育)基地、国家 LED 质检中心科普(教育)基

地；5家公共场所类单位，分别为厦门园林博览

苑、厦门雷公山校外实践基地、厦门(集美)闽台

研学旅行基地、正新(厦门)汽车国际文化中心科

普教育基地、厦门鑫美园果蔬专业合作社；1家

科技场馆类单位———天语舟气象科技园和 1 家

生产设施类单位———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

心基地。

厦门市科协于今年 6 月面向全市启动第十

三批厦门市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通过材料

审查和实地评审，12 家单位符合申报条件，获市

科协、市委宣传部和市科技局联合命名“厦门市

科普(教育)基地”。 （陈璐 来源：厦门日报）

63 家 A股上市

厦企半年报出炉
8 月 31 日，63 家 A 股厦门上市企业上半年

年报全部出炉，部分上市厦企逆势增长，但也有

一些企业遭遇“寒流”。据统计，63 家上市企业上

半年总营收超过 1.08 万亿元，净利润总额为

158.46 亿元。

数据显示，63 家上市企业中，营收突破百亿

的共有 8 家，其中进入千亿俱乐部的为营收榜

前三甲：建发股份、厦门国贸、厦门象屿。营收依

次为：建发股份 3657.82 亿元，同比增长 25.78%；

厦门国贸 2661.06 亿元，同比增长 7.62%；厦门象

屿 2542 亿元，同比增长 16.81%。

上半年营收实现两位数增长的上市厦企有

25 家，增长最快的依次为：厦钨新能，同比增长

117.75%；厦门钨业，同比增长 69.85%；特宝生

物，同比增长 52.35%。

（李晓平 来源：厦门日报）

为期三年 实施五个工程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为教育引导厦

门市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在福建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实践中

大展作为，近日，厦门市年轻

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工程

启动仪式在陈嘉庚纪念馆举

办。启动仪式由厦门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总商

会）党组书记陈永东主持，50

余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参加活

动，接受了一场理想信念教

育的洗礼。

五个工程 引导企业家坚定理想信念

厦门市委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

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

意见》，研究制定了《全市年

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工

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着力培养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厦门年轻一代民

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

厦门市工商联（总商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向

东在启动仪式上介绍，为促

进《实施方案》更好落实落

细，厦门市启动年轻一代民

营经济人士培养工程，在未

来三年里，以促进“两个健

康”为目的，以践行“晋江经

验”、传承“嘉庚精神”为主

题，开展年轻一代民营经济

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该培养工程将从“思想

政治引领工程”“素质能力

提升工程”“传承交流融合

工程”“服务沟通优化工程”

“创新发展推动工程”五方

面入手，教育引导年轻一代

民营经济人士坚定理想信

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听党话、

跟党走，做爱国敬业、守法

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的典范和践行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的表率。

邹剑寒：

以“一张按摩椅”

开启 26 年创业路
听着机器轰鸣声长大的

工厂子弟，大学毕业后又与

机器打交道，他以“一张按摩

椅”开启了 26 年的创业之

路。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厦

门市总商会监事长、奥佳华

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和青年民

营企业家分享了这段奋斗历

程，鼓励青年民营企业家赓

续“嘉庚精神”，争当新时代

“陈嘉庚式”企业家。

邹剑寒的父母都是从事

航空工业的“军工人”。小时

候，他经常随父母去厂区里

玩耍，渐渐喜欢上机器的轰

鸣声。出于亲近感，他大学选

择了化工机械专业。毕业时，

恰好厦门经贸委下属企业正

在招聘该专业的外贸人才，

邹剑寒就来到厦门。

在一次工作交流中，他

了解到一名美国客户想开发

一款能够解决长途驾驶疲劳

问题的车用按摩坐垫，创业

的灵感一触即发。通过近两

年的研发，他的产品定型了，

得到客户认可。可是没有资

金、没有场地，生产怎么办？

“必须‘借鸡下蛋’才能把事

情做成。”邹剑寒说。那段时

间，他走遍了浙江、广东、福

建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区，寻找适合合作的工厂，直

到大半年后，终于在福建浦

城县找到了。这股不懈拼搏

的劲头，让邹剑寒成功迈出

了创业步伐。经过 26 年发

展，奥佳华集团已是国内大

健康产业的领军企业。

“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

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他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

业的诚心，永远值得我们学

习。”邹剑寒还和青年民营企

业家分享了自己的“第二份事

业”：这些年，他坚持参与脱贫

攻坚、抗击疫情、医疗救助、医

学研究、教育扶持等多项公益

事业，2017年至今累计捐赠超

2700万元。他觉得，这也是民

营企业家应有的情怀担当。

一份倡议 鼓励青年企业家实业报国

为充分调动厦门市年轻

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勇当高质

量发展生力军的积极性，市

工商联（总商会）向全市年轻

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发出倡

议，鼓励他们要坚守理想、坚

定自信，争做爱国敬业的典

范；要坚守正道、亲清治企，争

做守法经营的典范；要勇于

探索、敢为人先，争做创业创

新的典范；要富而有责、富而

有爱，争做回报社会的典范。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强烈的家国情怀

践行‘晋江经验’，以持续的

赤诚奉献弘扬‘嘉庚精神’，

以青春的奋斗拼搏担当‘两

个健康’时代先锋！”厦门市

工商联副主席、海辰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鹏程作为代表宣读了这

份倡议书，得到在场青年民

营企业家的热烈支持。

首场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在启动仪式后立即拉开帷

幕，与会青年企业家聆听了

创业前辈邹剑寒的经验分

享，参观了“百年统战砥砺初

心———厦门市纪念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 100 周

年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74周年展”，认真感悟企业家的

责任与担当，进一步坚定了实

业报国的信心和决心。

（卫琳 黄亦男 来源：厦

门日报）

青年企业家参观全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陈嘉庚纪念馆

思想政治引领工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加强党对年轻一代民营企

业家队伍的领导。

素质能力提升工程：
组织优秀青年企业家代表赴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代表

性头部企业和先进地区开展经验学习交流，重点培养

一批优秀年轻企业家。

传承交流融合工程：
发挥民营企业创始人“传帮带”作用，促进厦门新老民

营企业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代际传承、责任交接。

服务沟通优化工程：
引导协调厦门金融机构与青年企业家所在企业开展网

格化结对金融服务，推动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与青年企

业家调研走访机制，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积

极予以帮助。

创新发展推动工程：
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人才、项目与企业家、金融家有效

对接，鼓励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

参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实施时间：
今年 8月 30 日至

2025年 8月 30日

实施对象：
年轻一代民营经

济人士，即年龄

在 45 周岁以下

的民营企业主要

出资人、实际控

制人、民营企业

中持有股份的主

要经营者，民营

投资机构自然人

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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