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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佳畅）10 月

16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

幕。厦门市委统战部组织厦门市

荣誉市民、侨领侨商、归侨侨眷

代表人士集中收看党的二十大

开幕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

作的报告。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

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

作的重要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

革，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任务作了系统安排和部

署，报告高瞻远瞩，气势恢宏，总

揽全局，振奋人心，是指导我们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

性文献。

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团结凝聚海外华侨华人和港

澳台同胞的人心，坚定不移推进

祖国统一大业，积极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着力汇聚实现

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

日，厦门市统计局发布党的十八

大以来厦门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数据显示，全市固定资产计划总

投资由 2012 年的 6026.55 亿元增

加到 2021 年的 14609.33 亿元，增

长 1.4 倍，年均增长 10.3%；施工

项目数由 2012 年的 1730 个增加

到 2021 年 的 2381 个 ，增长

37.6%，年均增长 3.6%；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由 2012 年的 1322.98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2696.44 亿

元，增长1倍，年均增长8.2%。2021

年，全市计划总投资超 10亿元以

上项目完成投资，占全市项目总投

资量的近六成，为 58.8%。在持续

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步伐不断加快，固定资产投资

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21 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712.0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92.3%，年均增长 7.5%；交通运输

业投资 283.33 亿元，比 2012 年增

长 55.2%，年均增长 5%，轨道交通

1 号、2 号、3 号线近年来相继通

车运营，海沧隧道建成通车，翔安

大桥即将开通，一体化交通网加

速形成；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413.7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8

倍，年均增长 12%。

岛外投资成主要增长点
岛外固定资产投资额由

2012 年的 854.21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943.90 亿元，增长 1.3

倍，年均增长 9.6%，占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由 64.6%上升到

72.1%。产业链逐渐成型，岛外新

城综合承载力不断提升，市政设

施、社会事业投资力度加大。

社会事业投资蓬勃发展
2021 年，全市社会事业投资

165.68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2

倍，年均增长 9.1%。

工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2021 年，全市工业投资

504.0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89.8%，年均增长 7.4%。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 295.39 亿元，占制

造业投资的 66.8%。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规模

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37.3%提升到 2021 年的 41.5%。

（沈彦彦苏永定翟晨晨）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地把制造业和实体经

济做强做优做大，着力夯实经

济发展根基，工业经济效益质

量不断提高，工业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升级。日前，由市统计局

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市

工业经济发展成就显示，2021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7815.91 亿元，是

2012 年的 1.7 倍；实现利润总

额 665.59 亿元，是 2012 年的

2.7 倍，年均增长 11.6%。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截至 2021年末，全市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2747 家，比

2012年增加了1089家。新增企

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行

业等，主要行业的集中度及优势

更加凸显。2021年，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资产从2012年的

3972.45 亿元增加至 8205.96 亿

元，资产规模翻了一番。工业总

产值超十亿元企业数从 59家增

至 133 家，超百亿元企业数从 7

家增至11家。

支撑经济稳健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

盘”，工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支撑全市经济稳健发展，2012

年 -2021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8%。2021

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GDP）的 30.7%，对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35.8%。促进社会就业方面，

2021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平均用工人数 67.78 万人，

比 2012 年增长 6%。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作为厦门工业经济的两

大支柱产业，电子和机械装备

的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支撑地

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2021

年，电子、机械两大产业完成

工业总产值 5646.58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98.6%，占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7.6%，

比 2012 年提高 3.4 个百分

点。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企业

创新活力不断增强。2020 年，

厦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有

985 家企业有 R&D（研究与

试验发展）活动，比 2012 年增

加了 529 家。

（李晓平沈彦彦王逸娴翟晨晨）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日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

《2020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

料》（以下简称《分县资料》）公

布了全国县级单位的人口数

据，为更多的城市规模划分提

供了数据基础。根据资料，厦门

作为计划单列市，名列 2020 年

全国 14 个Ⅰ型大城市之一。

与以往不同，《分县资料》

提供了“城区人口”指标，覆盖

了全部 683 个城市（包括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普

通地级市及县级市）。

据悉，中国现行城市规模

划分的标准，依据的是国务院

在 2014 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

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该标

准将城市按城区的常住人口划

分为五档七类。其中，城区常住

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

大城市，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

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300 万

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

大城市，100 万以上 300 万以

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根据《分县资料》，2020

年，全国共有 105 个大城市，包

括 7 个超大城市、14 个特大城

市、14 个Ⅰ型大城市以及 70

个Ⅱ型大城市。

根据“七人普”数据，截至

2020 年，厦门常住人口 516.4

万人，全市 6 个行政区中，思

明、湖里、集美 3 个区常住人口

突破百万。集美区成为岛外第

一个突破百万人口的行政区。

资料显示，与 2010 年“六

人普”相比，2020 年，全市常住

人口增加 163.26 万人，增幅为

46.23%，年均增长率为 3.87%。

10 年 来 全 省 人 口 增 量 为

464.59 万人，厦门人口增量占

全省增量的 35.14%，位居全省

第一。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从

2010 年 的 9.57% ， 提 高 至

12.43%，居全省第 3位，与 2010

年六人普相比前移 1 位，超过

漳州市。 （沈彦彦）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0

月 19 日，记者从翔安区发改局了

解到，位于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南

侧的“生物制品科学与技术福建

省创新实验室”（以下简称“翔安

创新实验室”）项目，一期工程中

的项目实验室用房已经封顶，预

计今年年底实现全部楼栋的结构

封顶。

翔安创新实验室毗邻厦大

科技园，目前正在进行一期工程

的楼栋主体施工。除项目试验用

房封顶外，中心塔楼已施工至

11 层、中试车间已施工至 5 层，

其余的附属建筑也正在同步施

工中。代建项目负责人说，预计

今年年底实现全部楼栋的结构

封顶，明年年底进行土建竣工验

收。

翔安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第

二批两家省创新实验室其中之

一，定位为生物医药创新驱动的

重要引擎、成果转化的战略基地。

（邵凌丰叶晓菲）

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十年来厦门工业经济质效双提升

《2020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公布 105 个大城市名单

厦门名列Ⅰ型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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