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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首个亚洲本土豪华邮
轮品牌“星梦邮轮”旗下“世界梦
号”身披晨光驶进厦门港，
“双梦
记”绚烂彩绘的船身，
与厦门国际
邮轮母港（下称：厦门母港）标志
性的建筑相依，共绘“高颜值”新
风景线。据悉，
这是厦门母港在泊
位改造升级后迎来的最大吨位母
港邮轮。
记者获悉，厦门母港泊位改
造工程于4月初全面完成，已具备
迎接世界最大22.
5万总吨邮轮的
硬件水平。着力 “邮轮+文化”
“邮轮+目的地”，完善邮轮产业
链，厦门母港踏上迈进 “大船时
代”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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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母港航次、
“香港-厦门”开口
航次、
“厦门-香港”闭口航次，目
的地延伸到澳门、珠海，游客可选
择“邮轮+飞机”“邮轮+动车”多
样化出行方式。这是“邮轮+目的
地”的又一创新实践，
将持续增强
厦门母港的吸引力、集聚力，推动
厦门、
福建全域旅游发展。

昨日，
“世界梦号”在厦门母
港短暂停留后满载游客出发，其
发出的 “厦门-冲绳-宫古-厦
门”航次是厦门母港首个“世界
梦号”母港航次，
上座率达百分之
百。
()*+
“世界梦号” 属于云顶邮轮
公司，
系《2019伯利兹邮轮年鉴》 Jbcdefghij
日前，厦门母港交出一季度
“世界十大最佳大型邮轮”之一，
骄人成绩单。今年第一季度，
厦门
吨位15万，载客3376人，该船于
母港启航母港邮轮32艘次，旅客
2017年底首航。
吞吐量达89278人次，分别同比增
“厦门母港区位优势明显，
营
长433.
33%、
283.
38%，位列同时
商环境、接待能力一流，近年来邮
期全国邮轮母港的第二、第三位；
轮产业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云
邮 轮物 供总 值 约1111万 元 人 民
顶邮轮集团厦门销售部总监林一
币，同比增长约180%，同创历史
鹏表示，事实上，云顶邮轮公司旗
新高。
下“双子星号”“处女星号”都曾
“厦门母港自身客源体量较
以厦门为母港长期运营，合作基
小，依靠创新驱动，着力‘邮轮+
础良好，此次“世界梦号”选择以
文化’‘邮轮+目的地’，发挥邮
厦门为母港运营收获颇丰。“‘世
轮产业撬动力。今年，
我们的市场
界梦号’之后，
‘双子星号’亦将
于5月起来到厦门，开展长达7个 ‘触手’已经伸向全国，甚至有旅
客从西藏、新疆专门乘飞机来厦
月的母港运营。”
坐邮轮。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
据介绍，本次“世界梦号”在
相关负责人说。
厦门运营三个航次，
包括“冲绳宫

厦门母港泊位改造工程于4
月初全面完成，已具备迎接世界
最 大 22.
5万 总 吨 邮 轮 的 硬 件 水
平。港口接待能力是邮轮产业链
中的基础结构，自本世纪初，厦门
母港就积极建设专用邮轮泊位、
码头，此次升级后，接待能力提升
至全球一流。
“厦门的邮轮港口条件很好，
对邮轮公司形成强大吸引力。”前
不久，在厦出席邮轮产业培训班
的上海海事大学亚洲邮轮学院理
事会理事长肖宝家表示，
“基于优
秀的母港条件和丰富的旅游资
源，厦门母港可积极念好 ‘山海
经’，
成为发展福建全域旅游的一
个载体。”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负责
人表示，迎来豪华邮轮 “世界梦
号”，厦门母港踏上迈进“大船时
代”的新起点。未来，
厦门母港还
将迎来地中海“辉煌号”等巨型
邮轮，进一步着力接待能力提升、
邮轮人才培养、邮轮物供业务等
要素，完善邮轮产业链，让邮轮产
业成为厦门经济转型升级、厦门
对外开放的最佳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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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stuv：
海洋水手，
138279总吨（挂靠）
2.
rstuv：
海洋航行者，
138000总吨（挂靠）
3.
rstuv：
海洋赞礼，
167800总吨（挂靠）
4.
wxyz：
蓝宝石公主，
115000总吨（母港）
5.
wxyz：
黄金公主，
108000总吨（挂靠）
wxyz：
盛世公主，
143000总吨（挂靠）
6.
7.
{|}yz：
幸运号，
103000总吨（母港）
8.
wxyz：
钻石公主，
115875总吨（挂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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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nopq近日，在“税企合
作·互信共赢” 税企见面会上，厦
门税务发布了服务千户集团的
15项服务措施，并为首批 12户
千户集团林德（中国）叉车有限
公司、厦门国际银行等设立首席
联络员，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

纳税服务，
快速响应涉税诉求。
据悉，千户集团企业是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的先
行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也是税收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厦
门市共有 2232户千户集团企业，
虽然仅占厦门市纳税户总数的
0.
66%，但 2018年入库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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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521.
43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
的 45%。
记者了解到，厦门税务推出
的 15项服务措施涉及千户集团
政策辅导、办税服务、风险防控、
涉税需求快速反应等方面，除了
建立大企业税收首席联络员外，
还包括量身定制 《税收服务与风

险防控手册》，
为大企业提供中低
税收风险预警提醒、对可能导致
大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评定降级的
行为进行提醒、跨区域涉税事项
协调、建立大企业涉税诉求快速
响应机制等。
税企见面会上，税务部门向
与会千户集团代表宣讲了近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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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减税降费相关政策，并发放
问卷调查表，了解千户集团在减
税降费过程中的服务需求。下一
步，
税务部门还将开展“智享会走
进大企业”系列活动，
打造对外服
务大企业、对内提升大企业管理
水平的交流沟通平台和税企互动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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