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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來，留廈來。」

投資熱土 廈門思明
廈門是投資熱土，企業成長
的沃土。從國家發改委針對全
國營商環境排名的評定數據中
顯示廈門位居第二。作為廈門
主 要 的 經 濟 發 展 區 —— 思 明
區，在 8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實
現了高達 1450 億元的年地區生
產總值。在福建省所有縣市區
中經濟總量排名第三，財政總
收入連續三年排名第一。在其
優秀的成績單中呈現的不僅是
數據，更是一份投資熱土引導
圖。
近日，在思明區全區上半年
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通報會
上，思明區人民政府區長夏長
文介紹，今年上半年，思明區
實 現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612.14 億
元 ， 增 長 7.4% 。 財 政 總 收 入
140.66 億元，增長 11.4%，提前
一個月完成過半任務，繼續保
持全省第一。
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區
長夏長文表示，思明區在廈門
的區位優勢日益凸顯，大項
目、好項目日益增多。思明區
在高素質、高顏值、現代化、
國際化的步伐中不斷發展前
進。提及招商引資，他說：
「明確和思明區發展相關的項
目，每個領域都要制定一套政
策，給予保障。與此同時，加
強項目的策劃，要有目的地招
商。目前主要以世 界 500 強 企
業、央企、台灣的龍頭企業為
招商方向。」
9 月 8 日，在 2019 廈門國際投
資貿易洽談會思明區分會場簽
約儀式暨投資顧問受聘儀式
上，共簽約項目 49 個，總投資
額 423.5 億元。項目涵蓋總部、
金融、軟件信息、影視文化等
領域。包括中科鋼研、中土集
團、中鋁集團等央企及其子公
司。
除此以外，還有京東、徐工
等上市公司以及陽光龍淨集團
等世界 500 強項目，更有創新活
力十足的獨角獸企業。超過 420
億元的項目 「大單」 ，不僅彰
顯思明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豐
碩成果，更勾勒出思明區未來
的發展之勢。目前的思明區，
正積極營造創新創業創造的良
好生態，讓企業在這裏扎根、
開花、結果。
胡薇

營商新舉措 招商留「廈」來
好的營商環境是吸引企業來廈投資的主要動能。今
年以來，依視路太陽鏡區域總部、正大集團水產總
部、今日頭條旗下西瓜視頻及其金融板塊等一批優質
總部項目相繼落戶思明區。
吸引大批企業留下的，除了投資環境外，更多的是
思明區主抓、力抓機制牽引、項目策劃、要素保障等
給予企業舒適良好的發展空間。據透露，思明區正在
醞釀首批區級投資顧問名單，細化招商地圖，簡化審
批服務事項和政策申報兌現流程，優化政務服務環
境。用實際行動扶持企業做大做強，陪伴企業茁壯成
長，這也是思明成為企業創新創業熱土的原因。
一個新的項目就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本已高樓
林立、風景別致的鷺江道，又將建設新的樓宇。華遠
商務中心啟動二期項目，主要建設商務辦公和停車
樓，總投資 1.28 億元。項目建成後，不僅提升鷺江道
的商務辦公環境，更可以緩解該地段的停車難問題。
搶抓 「島內大提升」的重大機遇，今年以來思明區
舊村改造工作進度不斷加快。9 月 5 日，何厝安置房
及市政配套項目集中開工。
舊貌換新顏，經濟得發展，群眾得實惠。該項目計
劃建設安置房 540 套，配套機動車停車位 704 個。可
以預見，項目建成後將進一步改善城區居民居住條
件，提升居民美好生活品質。
比引進人才更重要的是留住人才。在公共租賃的需
求上，思明區拿出誠意讓人才在這方熱土安居樂業。
啟動建設的保障性住房林邊公寓總用地面積 0.45 萬平
方米，總建築面積 2.8 萬平方米，總投資 1.2246 億
元。項目建成後，將為人才提供配套較為完善的住房
保障。真正做到 「引進來，留廈來。」
除此以外，作為會展城市的廈門，配套設施也在思
明區的考量之中。延續第二季度高端酒店集中開工的
熱潮，第三季度又一五星級酒店啟動建設。總投資 7
億元的廈門恆興雲頂酒店將建成擁有獨特的 500 米景
觀道的山地度假酒店。項目建成後，將促進旅遊、酒
店經濟新的增長點，有利於帶動對周邊的環境、風
景、生態保護，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多贏。
思明區滿滿的誠意，為更多來思明創業就業的人才
提供完善的服務與配套，招商引資進思明，賓至如歸
留在廈。

文化主心骨 教育有保障
近年來，思明區的教育經費支出基本都佔到全區財
政支出三分之一以上。思明區人民政府區長夏長文
表示，接下來將從四方面着手加大學位供給。
一是加快新學校的規劃建設，推動包括后江
小學、演武小學、蓮花學校、會展南小學、
第七幼兒園、金橋幼兒園等一批新建和改
擴建項目建設。二是加大擴容挖潛，今年
通過挖潛擴容新增小學一年級學位 2000
個。三是鼓勵社會辦學，目前已有 6 所幼
兒園通過審批，10 所幼兒園正在審批中。
四是盤活閒置資源，推動區屬國企開元國投
參與社會事業，將原鷺京針織廠舊廠房改造
為普惠性幼兒園。
在近日的第三季度項目開工現場，
辦學 61 年的廈門藝術學校是福
建省唯一的國家級重點中
等職業學校（藝術
類），學校培育的廈
門小白鷺民間舞藝
術中心享譽海內
外。 「這一項目的
開工，我們全校
師生都非常期
待。」昨日的開工
現場，廈門藝術學
校校長崔勇興激動
地說道。 「四期項目
不僅新建學生宿舍、圖
書館、食堂、地下車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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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還將對原有的教學大樓、練功房、琴房、戲曲
排練廳等進行改造，屆時，學校預計可容納生源 800
人。」崔勇介紹道，在建築設計中將融入閩南元素，
充分展示學校的藝術氣息和文化底蘊。在 12 個集中
開工項目中，社會事業項目有 4 個，包括廈門藝術學
校四期項目在內，均是教育類項目。
位於鼓浪嶼的福州大學藝術文化交流中心項目總投
資 1.5 億元，將建成集教育培訓、學術研究、藝術創
作、設計研發、創意展示、文化交流等多功能為一體
的教育文創基地。蓮花中學改擴建項目、群惠小學改
擴建將可以基本滿足片區戶籍新增生源學位需求。

影視產業 落地開花
作為金雞百花電影節主辦城區和頒獎典禮所在地，
在影視文化建設中，思明區更是把握契機，力推動影
視文創產業。
在招商引資上，上半年思明區成功簽約了華策影
視、泰洋川禾等註冊資金 500 萬元以上項目 13 個，接

思明區
風光

下來將以節促產，乘勢而上引進後期製作、劇本創
作、版權交易等產業上下游配套企業。同時積極籌劃
思明國際影視節，舉辦中國青年導演短片大賽、世界
華語電影人跨界藝術展演等配套活動，打造出屬於自
己的影視 IP。
一大批影視文化產業項目正在向思明區聚集。該區
將盤活環島路沿線、黃厝茂后片區、曾厝垵新村片
區、沙坡尾片區，加快項目謀劃布局，助力廈門邁向
中國電影之都。

項目集中開工 優化投資熱土
9 月 5 日，思明區第三季度項目集中開工活動在位
於曾厝垵倉里路 158 號的廈門藝術學校四期項目舉
行。今年前 7 月，思明區固投完成 131.1 億元，比增
21.9%，增速全市第一。
第三季度，思明區共集中開工 12 個項目，項目涉
及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領域，總投資
20.35 億元。其中，產業項目 4 個，總投資 13.75 億
元，年度計劃投資 1.5 億元；社會事業項目 4 個，總
投資 3.05 億元，年度計劃投資 0.39 億元；基礎設施項
目 4 個，總投資 3.55 億元，年度完成投資 3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