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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率检查组深入 13 个重点检查单位进行约谈

中国人民银行
升级
“经济身份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深落细落实
治党主体责任落深落细落实。检查分问题收
集、实地检查、情况反馈、督促整改四个步骤
实施，3 月底前完成实地检查，4 月上旬前完
成约谈提醒。
在重点检查 13 个单位的基础上，按照
对口联系和职责权限，市纪委监委各监督室
牵头，依托派驻（出）机构，对全市市直部门、
市属和委托管理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委、
党工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交叉检查。
同时，采取委托检查的方式，委托市教育工
委、市卫健委对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管理的
高校、市属公办学校和医院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进行检查，实现检查全覆盖、无遗
漏。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昌升率市委第一
检查组检查了湖里区 2018 年度全面从严治

厦门美日丰创光罩
项目昨投产，将成为大陆
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商
用光罩生产基地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 通讯员 管
轩 雷飏 实习生 孙久惠）昨日，位于火
炬（翔安）产业区的省市重点项目——厦
门美日丰创光罩项目一期正式投产。厦
门美日丰创光罩有限公司由全球商用光
罩巨头美国丰创与大日本印刷公司共同
出资建设，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光罩的研
发和生产，在厦门项目投资 10.67 亿元，
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
项目达产后预
计年产能可达 1.2 万片，
将成为大陆规模
最大的集成电路商用光罩生产基地。
如果把集成电路的基本材料晶圆
片比作照片，那么光罩就好比底片。作
为集成电路从设计端到制造端的桥梁，
光罩在集成电路产业上游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美国丰创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厦门美日丰创光罩有限公
司董事长 Peter Kirlin 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美日丰创光罩项目投产后可为中
国国内提供主流的 14 纳米及以上制程
的光罩，下一步公司还将在厦门打造世
界顶级光罩研发中心，研究 7 纳米工艺
和 EUV(极紫外线）光刻技术。
美日丰创光罩方面表示，之所以
落子厦门，主要考虑到中国集成电路产
业近年发展迅猛，厦门十分重视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拥有成熟的科技园区，产
业氛围浓厚，并且周围有丰富的客户资
源和供应链基础设施。据悉，美日丰创
项目今后将为联芯等集成电路项目提
供配套，扩大产值，进一步提升项目竞
争力。
对于厦门集成电路产业而言，
美日丰创光罩项目
有着“补链强链”的作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美日丰创光罩项目将弥补厦门集成电路产
业链的缺失环节，为厦门集成电路企业提供配套支
持，形成“设计-光罩-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
链条；另一方面，作为产业引领者，美日丰创在厦门布
局的技术力量代表了亚洲最高水平，有助于推动厦门
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
“重镇”
。
(下转 A03 版)

厦门大学
成功发射火箭

“嘉庚一号”火箭昨在西北
部沙漠无人区发射，并在指
定着陆点成功回收
A03 版

信用报告将展示 5 年还款记
录,拟增加个人为法人担保、
法人为个人担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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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自贸片区
63项举措全国首创

挂牌至今，系统集成推出 380
项创新举措，在全市复制推广
273 项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强化招商体制机制、项目推进机制等事项

本报讯（记者 蔡镇金）昨日，市长庄
稼汉主持召开第 63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有关工作机
制。会议强调，招商引资是加快高质量
发展落实赶超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及
其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
切实把招商引资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以更优的作风、更大的力度、更实的
举措推动招商引资取得更大突破。要从
理顺和健全招商体制机制着手，进一步
明确招商引资领导机制、工作重点、工作
措施，完善会商、审批等推进机制，健全
产业创新发展、人才保障服务、空间资源
保障等全要素保障体系，着力构建全链

条全周期立体化的招商引资体系。要紧
紧围绕千亿产业链群的关键和缺失环
节，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开展精准招商，
加快引进国内外一批实力强、技术新、市
场占有率高的行业龙头企业，全力提升
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会议研究了强化重大重点项目推进
机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强化项目带
动刻不容缓，要树牢抓项目就是抓全局、
抓发展、抓未来的理念，强化问题导向，
突破制约瓶颈，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
提质提效。要强化统筹计划，细化项目
年度、季度、月度计划，倒排前期工作，强
化 要 素 保 障 ，确 保 项 目 有 序 顺 利 推 进 。

要强化组织协调，完善领导挂钩联系机
制，坚持分级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企带
动 示 范 作 用 ，高 质 高 效 推 动 项 目 建 设 。
要强化策划生成，围绕重大产业、基础设
施、社会民生等领域，有针对性开展项目
研究策划。要强化服务保障，深化工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开 辟“ 绿 色 通
道”，优先保障重大重点项目各项要素需
求，全流程提供高效、优质服务。要强化
督查考核，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日常巡查、
专项督查，定期公开晒指标进度、晒项目
开竣工，落实奖优罚劣机制，营造大抓项
目、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提质增效 创新发展

A04、A05 版

市政府领导成员
分工正式公布

明确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各市
政府领导所负责工作、分管政
府部门和联系单位
A02 版

今明闷热依旧
后天降雨退烧

冷空气后天来厦，气温将大幅
下跌，
最高温可降至 25℃

建发股份经营规模和效益再创新高

建发股份发布 2018 年年报
●实现营业收入 2803.82 亿元，
同比增长 28.26%
●利润总额 104.93 亿元，
同比增长 58.58%
●净利润 76.32 亿元，同比增长 58.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6.72 亿元
同比增长 40.27%
●年末资产总额 2174.54 亿元
股东权益 544.18 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丽琼 记者 林露
虹）4 月 22 日晚间，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 2018 年年报。报告显示，建发股
份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03.82 亿元，
同比增长 28.26%；利润总额 104.93 亿元，
同比增长 58.58%；净利润 76.32 亿元，同
比增长 58.1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46.72 亿元，同比增长 40.27%；年末
资产总额 2174.54 亿元，股东权益 544.18
亿元，
经营规模和效益再创历史新高。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是以供应链
运营和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现代服务型
企业。公司自 1998 年上市以来持续稳健
发展，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等主
要 经 济 指 标 以 年 均 30% 左 右 的 速 度 增

长。2018 年公司位列《财富》
“中国 500
强”第 39 位，旗下两家房地产子公司建发
房产和联发集团均位居“中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 50 强”
。
建发股份注重提质增效，追求有效
规模和有质量的业绩增长。2018 年，公
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超
233 亿元。公司注重股东回报，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28.35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18 亿元。
经济新常态下，建发股份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增值服务理念为导
向的商业模式创新。2018 年，公司成功
发布了供应链服务品牌——LIFT，提出

了以供应链增值服务改善客户价值链，实
现企业价值链增值的价值主张，引领公司
的创新发展方向。2018 年，公司被商务
部等部门评选为“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试点企业”。同年，建发房产以“新中式生
活 匠 造 者 ”的 身 份 ，提 出 全 新 品 牌 主 张
——建识东方·发献大美，致力于打造“新
中式”产品第一品牌。联发集团将公司战
略定位升级为“城市美好生活运营商”，并
同步发布了 3Q+生活价值体系，塑造美好
生活场景。
企以才治，业以才兴。建发股份以
人才战略引领发展，将人才作为重要战略
资源与核心竞争力。作为竞争性行业的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建发股份秉承用人机
制市场化原则，坚持以业绩为导向、以发
展为目标吸引优秀人才。公司珍视人才，
赋予机会，充分授权，有效激励，为各路英
才提供与企业共发展的事业平台。2018
年凭借在人才吸引、培养、发展等方面的
突出表现，建发股份在数千家企业中脱颖
而出，
当选
“中国大学生喜爱雇主”。
新时代，新使命。建发股份表示，将
以“开拓新价值，让更多人过上更有品质
的生活”为企业使命，把握新机遇，担当新
作为，以匠人精神践行实业发展，为员工
创造发展空间，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以
赤子之心担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
回馈社会，始终致力于成为员工热爱、股
东信任、客户满意、社会尊重的优秀企业。

我省新高考方案
2021 年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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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迹·70 年”
报道
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大型新闻采访写作活动
与您一起更深入地读懂厦门

A09 版

全球沙排高手
在厦激战
“抢分”

沙排世界巡回赛厦门四星赛
今开球，吸引 31 个国家和地
区 136 支队伍参赛

“3+1+2”
●统一高考科目：
为语文、
数学、
外语 3 门，
不分文理
●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在物理、历史两门中选择
1 门，
在思想政治、
地理、
化学、
生物 4 门中选择两门

不分文理
●新高考的数学没有文科数学和理科数学之分
●现在就读高一的学生要开始新高考改革

版

主力军

规矩，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和
省委“八个坚定不移”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细化整改方案，注重建章立制，
狠抓问题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持续正风肃纪，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保持清正
廉洁政治本色。
市领导陈秋雄、叶重耕、孙明忠、黄强、
李伟华、倪超、陈沈阳、孟芊、张毅恭、李辉
跃、韩景义分别带领检查组前往海沧区、同
安区、市财政局、翔安区、思明区、鼓浪屿-万
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中级人民法院、
厦门理工学院、厦门信息集团、市交通运输
局、市商务局进行约谈检查。市领导黄文
辉、国桂荣分别参加市委第一检查组和第四
检查组。
（下转 A03 版）

07

当好建设高素质
创新创业之城

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强调要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对厦门的殷切希望，坚定自觉扛起
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第一责
任，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强
化理论武装，始终发扬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
坚定自觉把
“严”字贯穿落实到管党治党全过
程、各方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全面从严治
党部署和省委“八个坚定不移”要求，强化政
治建设，坚决扛起
“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
强化问题导向，扎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担当
作为，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正风肃纪，持
续优化政治生态。
市委副书记、市长庄稼汉率市委第二检
查组检查约谈集美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理论武装，严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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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高新区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芯﹄活力

本报记者 何无痕 蓝碧霞 蔡镇金 江海苹
林露虹 崔 昊 林路然 陈 璐
郭 睿 王玉婷 邬秀君
随着全市 2018 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检查工作的有序进行，连日来，
由市委常委、党员副市长带队的 13 个重点检
查组，分别前往 6 个区，1 个管委会、4 个市直
部门和 1 个委托管理企业，及 1 个省市共建、
以市为主管理的本科高校进行个人约谈、集
体约谈。
此次检查在厦门市委统一领导下，由市
纪委监委具体组织实施。重点聚焦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落实省
委“八个坚定不移”具体部署，推动全面从严

B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