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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9月 6 日，2022 金砖国家工业

创新大赛决赛在国际会议中

心酒店举行，来自中国、巴西、

俄罗斯和印度的 90 个入围项

目，现场路演答辩，展开精彩

角逐。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黄晓舟出席大赛开幕式。

本届大赛以“工业创新促

进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

球发展”为主题，面向金砖及

“金砖 +”国家挖掘、征集一批

创新能力突出、应用效果优

秀、市场前景可观的项目。经

过 4个月征集，大赛组委会共

收到参赛项目 1330 个，其中，

工业互联赛道 457 个，智能制

造赛道 439 个，绿色循环赛道

434 个。经专家评审，遴选推

荐 90 个国内外项目进入决

赛。

黄晓舟表示，“金砖国家

工业创新大赛”是推进金砖创

新基地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过大赛希望能够进一步深

化与金砖及“金砖 +”国家的

产业合作和青年人才交流，吸

引一批创新人才、高素质技能

人才、高端管理人才，推动一

批金砖创新项目在金砖新工

业合作产业园落地孵化，构筑

厦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

才竞争优势。

大赛各赛道分别设置一

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3名，颁奖仪式在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

举行。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9 月 6 日上午，厦门举行投洽

会厦门市重大项目集中开竣

工活动，总投资 624 亿元的

30 个重大项目分别在全市各

区开竣工。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

行的“压舱石”、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硬支撑”。此次参与

集中开竣工的项目均为重大

产业项目，其中开工项目 16

个、总投资 562 亿元，竣工项

目 14 个、总投资 62 亿元。项

目紧扣厦门产业发展，涉及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商贸服务等重点

领域，涵盖行业面广、投资规

模大、覆盖全市六区，体现了

厦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

境、重点产业发展的成果。项

目的开工建设及竣工投产，

将进一步夯实厦门构建的

“4+4+6”现代产业体系，全

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增

强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

作用。

安捷利美维高端封装基

板及高端HDI 生产能力建设

项目位于海沧区集成电路制

造产业园，总投资 73.8 亿元，

将建成集研发、制造、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集成电路封装基

板制造基地，产品应用于 5G

通信、智能移动终端、汽车、物

联网和医疗电子等领域。项目

分两期建设，一期预计 2024

年完成新产品导入和正式投

产。

本次开竣工活动共设 6

个会场，除海沧区会场外，思

明区在华源国际中心项目，湖

里区在湖里创新园城市综合

体项目，集美区在尚满科技产

业园项目，同安区与火炬管委

会在厦门时代新能源电池产

业基地项目（一期），翔安区在

首创奥特莱斯项目，也分别举

行开竣工活动。 （蔡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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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硕 通讯员

丁鑫）9 月 8 日，由国务院侨办

主办的 2022 海外华商中国投资

峰会（简称“海华会”）在厦门召

开。本次峰会主题为“绿色经济

与海外华商企业可持续发展”。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

主任陈旭出席会议并致辞。

陈旭指出，海外华商在世界

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

有独特优势，更有“爱国、爱乡、

爱自己的家人”的特点，有责任、

有能力担负起更多使命，发挥更

大作用。希望海外华商继续发扬

坚韧不拔、勇立潮头的精神，做

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推动者、创

新发展的领军者、共享发展的践

行者；利用自身优势，促进中外

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低碳技

术等领域合作；继承与传播中华

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赢得

更多理解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与会嘉宾代表结合行业、企

业特点和发展历程作了专题发

言和交流研讨，共同倡导推动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海华会创办于2007年，系“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

办的侨务经济活动。本届峰会由

福建省侨办、厦门市侨办承办，共

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70位

华商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翁舒昕通讯员

丁鑫）9 月 6 日，厦门市海外联谊

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

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厦门市委副书记张毅恭，福

建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省侨

办主任黄进发，厦门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雪敏，厦门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陈紫萱，厦门市政协

副主席黄国彬出席会议。王雪敏

当选为第六届厦门市海外联谊会会

长。

张毅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厦门市海外联谊会第六届理事

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他表

示，第五届市海联会在促进厦门

和海外的民间交流交往，宣传中

国改革开放政策，介绍厦门投资

环境和城市建设发展，团结动员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参

与厦门经济特区经济建设，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作出卓有

成效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市海联

会积极履职尽责，为厦门努力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

量，团结海内外乡亲共担民族大

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促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努力开创厦门市海外联谊事业

新局面。

王雪敏代表新一届理事会

领导班子致辞，她表示，市海联

会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加强联

谊、扩大“朋友圈”，奋力开创海

外联谊新局面，发挥优势、凝聚

人心，发展壮大港澳台海外爱国

力量，抢抓机遇、共谋发展，当好

厦门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强

基固本、优化服务，把海联会打

造为值得信赖的“温暖之家”，在

助力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中充分彰显海联会力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

门在第二十二届投洽会上收获

丰硕。9月 8日下午，福建省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厦门团共签约 14

个项目，总投资达 306.6 亿元，项

目数量与总投资均居全省首位。

项目涵盖电子信息、航空维修、

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紧密契

合厦门“4+4+6”现代产业体系。

签约项目质量高。本次厦门签

约项目涉及产业领域广、行业覆盖

全面，所有项目均为资源集约型的

产业项目，且前期工作扎实，项目成

熟度高，基本具备了落地条件，能够

确保在半年内实现开工或投产。

增资扩产意愿强。作为全球

前三大玻璃基板制造商之一的

日本电气硝子在厦深耕多年，此

次已经开始第五期扩充产能，彰

显外企在厦发展信心；太古翔安

新机场维修基地项目通过迁址

迎来更大发展空间，并将乘势进

行技术改造和产能提升，实现生

产效率全新升级，夯实厦门传统

优势产业集群基础。

外资促进方式新。通过

QFLP 方式引进新加坡祥峰睿鸿

股权投资基金、中法凯辉达安股

权投资基金项目，重点投向工业

科技、碳中和、新能源、新材料、

大消费、大医疗等领域，促成境

外资本和境内优质企业对接，基

金招商成效将进一步显现。中鹭

（厦门）科技外资项目、罗森区域

总部项目将带来消费和供应链

的新模式和新理念，并将服务于

广大群众日常生活，有力促进厦

门商贸流通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动能足。恩

捷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

项目、大博医疗科技产业园项目

将推动厦门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

壮大，实现产业强链延链补链。

央企国资支撑强。招商局与象

屿集团战略合作项目、天马研究

院项目、华夏电力智慧电厂系统

等项目，在城市功能提升、科技研

发、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向

发力，厦门与各央企在多领域的战

略合作进一步深化，显示了央企国

资对厦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

本届投洽会厦门团签约项

目，体现了厦门高效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彰

显投资方对厦门优质营商环境

的信心，展示了厦门“4+4+6”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成果和招商引

资成效，将对厦门扩大有效投

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积极

作用，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打下

更加坚实的基础。

（郭睿邹建凡林文坚）

30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竣工
第二十二届投洽会厦门市重大项目

集中开竣工活动举行

90 个项目同台竞技
促进金砖务实合作

2022 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厦举行

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重要成果之一，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

民政府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福建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旨在加快推进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促进新工业革命领域人才

培养和能力建设，构建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激发金砖国家创

新潜力，为各方搭建同台竞技、友好交流、互学互鉴的合作平

台，共同促进新工业革命领域务实合作。 （李晓平）

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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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团签约成果丰硕

厦门市海外联谊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相聚鹭岛研学共建“一带一路”
2022 海外菁英华商国情研习活动在厦举办

侨商侨领走进海沧

寻求投资合作商机

厦门国际银行

华侨金融部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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