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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

记者从厦门市发改委获

悉，今年以来，厦门紧抓重

大项目建设“牛鼻子”，全

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1

月 -8 月，厦门 125 个省重

点 在 建 项 目 计 划 投 资

496.9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627.9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

计划的 126.36%，超同期计

划投资 131.0 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 85.81%，

超序时进度 19.14 个百分

点。

省重点产业项目类保

持增速，实际完成投资

230.2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

计划的 135.61%，超同期投

资计划 60.5 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投资的 79.49%，超

序时进度 12.82 个百分

点。其中，爱睿思（厦门）

隐形眼镜生产项目基本

完工，正进行设备调试；

厦门金柏半导体超精密

柔性载板及模组生产基

地项目基本完工，正进行

试机投产。

省重点基础设施类项

目建设进展显著，实际完

成投资 357.1 亿元，完成同

期投资计划的 121.59%，超

同期投资计划 63.4 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89.89%，

超序时进度 23.22 个百分

点。其中，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林埭西至华侨大学

段）全线（不含首开段）车

站已封顶。另外，同安工业

集中区正本清源工程基本

完工。

省重点社会事业类项

目稳步推进，实际完成投资

40.7 亿元，完成同期投资计

划的 121.37%，超同期计划

7.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

资的 90.50%，超序时进度

23.84 个百分点。 （张诗）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

道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

8个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

出口总值为 593.9 亿元，同

比增长26.2%，占厦门同期外

贸进出口总值的9.8%。值得

一提的是，8月份，厦门对金

砖国家单月进出口值首次突

破百亿元关口，达 115.5 亿

元，同比增长 56.3%，其中出

口达 31.1 亿元，同比增长

50.9%，进口达 84.4 亿元，同

比增长58.4%。

据介绍，厦门对金砖国

家进出口主要有以下特点：

对俄罗斯、南非、巴西进出口

保持较快增长。前8个月，厦

门对俄罗斯、南非、巴西分别

进出口200.3亿元、89.9亿元

和 189.2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48.5%、33.7%和 20.6%。

国有企业进出口占比

最高。前 8 个月，厦门国有

企业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达

338.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2.3%，占同期厦门对金砖

国家进出口总值的 56.9%；

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

分别对金砖国家进出口

209.2 亿元和 46.6 亿元。

在进口商品方面，金属

矿及矿砂、农产品、煤及褐

煤为主要进口商品。出口商

品方面则以机电产品和劳

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刘佳盈林舜水）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越来越多外贸企业持续拓展国

际“朋友圈”，努力向全球产业链

中高端延伸。截至 9月 16 日，厦

门海关共为 685 家出口企业签

发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原产地证书 13500 份，

签证货值突破 50 亿元人民币，

预计出口企业凭借证书可在目

的国享受关税减免超 5000 万元

人民币。

厦门海关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RCEP 是全球最大制度型

开放平台，市场潜力巨大，

RCEP 生效后区域内 90%以上

的货物实现贸易零关税。值得

注意的是，RCEP 的实施推动

中日之间首次达成关税减让

承诺。今年以来，日本两次下

调 RCEP 项下进口关税，中国

RCEP 项下对日贸易潜能持续

释放。

“关税减让有效提升了公司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帮我们争取

到更多出口订单。”厦门厦钨新

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务负

责人小苏介绍，凭借海关签发的

RCEP原产地证书，该公司产品

在日本的关税由 3.3%降到了

2.7%。今年以来，对日出口货值

达 5.5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

近 200%。

为助力辖区企业抢抓

RCEP机遇，厦门海关积极落实

促进外贸保稳提质措施要求，通

过“线上 + 线下”、现场办事窗

口辅导、扫码查询解答等方式开

展 RCEP 政策宣传，精准帮扶

企业用足用好 RCEP 优惠政

策，让企业进一步提升享惠水

平，开拓海外市场。

（陈璐郑伯坚）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福建省人民政

府近日公布 2021 年福建省专利奖评选结果，

厦门企业斩获主要奖项“半壁江山”：其中，2

家企业的专利获一等奖，获奖总数居全省第

一，占一等奖获奖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二；5 家

企业获二等奖，占二等奖获奖项目总数的一

半。

据介绍，此次省专利奖评选，厦门市市场

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共组织申报、推荐了 10

个项目获奖，其中获一等奖的专利有 2 项，分

别是来自厦门紫金矿冶技术有限公司的“一

种高硫高砷炭质金矿的处理方法”和来自厦

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的“一种维生素 D3

中间体 7- 酮胆固醇乙酸酯的合成方法”。经

福建省专利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省政府决定，

授予“一种高硫高砷炭质金矿的处理方法”等

3项专利福建省专利奖一等奖。

此外，2021 年福建省专利奖二等奖有 10

个，来自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发明

的“一种紫外半导体发光器件及其制造方法”

等 5个项目获得二等奖；三等奖有 30 个，厦门

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厦门企业获得

三等奖。

据介绍，福建省专利奖自 2010 年起设立，

目前已评选九届，作为省内知识产权领域的

最高荣誉奖项，获奖项目均已在福建省行政

区域内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下一步，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将继续以参评国

家、省专利奖为知识产权质量提升重要抓手，

从专利技术水平和专利产业化取得经济社会

效益等多个维度，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

方式持续加大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力度，助推

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泥肖森松）

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

1-8 月完成同期投资计划的 126.36%，超同期计划投资 131 亿元

对俄罗斯、南非、巴西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2021 年福建省专利奖名单公布
厦企斩获主要奖项“半壁江山”

厦门海关 签证货值突破 亿元
预计助企业关税减免超 5000 万元

海外侨胞“云端”看集美

马銮杜氏家庙
这座庙里流传着凡人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

与爱国侨领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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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挖掘、研究、弘扬嘉庚精神的

时代价值，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联合集美学校委

员会、厦门日报社于 7 月 13 日启动“传承嘉庚精

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文活动，面向社会各界

征集佳作。

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含港澳台地区）以及英

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的读者参与，许多厦门市民、专家学者、民营企业

家、海外侨胞等纷纷撰文投稿，在社会上引起热

烈反响，掀起了一股学习、研究、弘扬嘉庚精神时

代价值的高潮。

截至 8月 31 日，共收到有效征文 250 多篇。

经评审，最终确定获奖文章名单如下：

获奖名单

一等奖

《当民族复兴精卫做担当使命愚公———陈嘉庚

光辉历程及其精神的新时代价值》

（作者：朱水涌）

二等奖

《嘉庚精神企业家的“灯塔”》

（作者：柯希平）

《嘉庚精神值得薪火相传》

（作者：李冠华）

《赓续嘉庚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作者：陈向辉）

三等奖

《陈嘉庚职业教育思想的三个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张勇利肖仕平）

《企业家应从嘉庚精神中汲取新时代的营养》

（作者：陈满意）

《殷殷赤子心拳拳报国志》

（作者：杨清金）

《为圆中国梦贡献华侨新生代力量》

（作者：薛瑞勇）

《续写弘扬嘉庚精神新篇章》

（作者：周亚萍）

《感悟嘉庚精神绽放时代价值》

（作者：陈南希）

优秀奖

《陈嘉庚：最具影响力的侨界领袖和楷模———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的体会》

（作者：陈经华）

《嘉庚精神引领我的创业路》

（作者：林春生）

《创业路上的精神引领》

（作者：缪国栋）

《诚信、果敢、坚毅引领勇毅前行》

（作者：吴明育）

《一个人的星火无数人的光》

（作者：吴曦）

《团结之志不可摧统一之势不可挡》

（作者：丁鑫）

《不朽的名字永恒的旗帜》

（作者：吴昊）

《当代青年如何从嘉庚精神中汲取时代价值》

（作者：周泽宇）

《从嘉庚建筑悟时代精神》

（作者：蓝银鸿）

《弦歌不辍忆嘉庚薪火相传跟党走》

（作者：吴舒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