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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陈清渊接手中盛粮油转行
卖油后，银鹭集团核心创始股东
之一的陈树林也开始转行卖奶酪
了。昨日，
厦门市吉士汀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投产盛典在翔安区中海
福林工业园举行。陈树林是中海
福林集团董事长，吉士汀奶酪则
是中海福林集团旗下全资子公
司。

NO9PQRST
1985年，陈树林和陈清渊兄
弟几人共同创业，投资开办兴华
罐头厂，之后发展成年销售过百
亿的银鹭食品集团，并于 2011年
年初和全球最大食品企业雀巢联
手。最终，雀巢于 2017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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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银鹭食品。
在银鹭，陈树林长期分管供
应链业务，对世界奶源及牛奶产
业的演变了如指掌。他看到了中

国奶酪市场的潜力，开始规划吉
士汀奶酪项目。
据悉，该公司的工厂位于厦
门市翔安区，占地面积超 3万平

奶酪市场的巨大潜力充满信心，
方米，首期投资规模为 3亿多元
人民币。工厂拥有奶酪研发中心、 并希望吉士汀奶酪能够引领中国
乳制品的消费升级。
超大容量现代化低温库以及先进
陈树林透露，
他原打算将吉士
的奶酪生产线。产品线覆盖了儿
汀奶酪项目投资在安徽，但厦门
童奶酪、佐餐奶酪、休闲奶酪三大
的营商投资环境、市委市政府对
系列。该公司还拥有四百米奶酪
招商引资的高度重视打动了他，
文化长廊、奶酪休闲体验区，以及
最终选择将项目总部落户厦门。
正在筹备面向消费者的 “吉士汀
“厦门招商引资力度越来越大，市
奶酪工厂游”项目。
领导的重视和力推让我们十分放
UR,VWXYZ
心，
”陈树林表示，
作为本土企业，
陈树林此次投资奶酪行业， 更应该为家乡做些贡献。陈树林
引发外界关注。
还看中厦门作为“海丝”战略支
对此，他告诉记者，中国乳制
点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品的消费从“奶粉”到“液态包装
市的区位优势和巨大市场潜力。
奶”，
再到“酸奶”，
而奶酪是奶业
陈树林说：
“这是我的一次全
产业升级的最高形式。此次投身
新出发，希望能再次实现实业兴
奶酪行业，正是看到了这一消费
国、
回报家乡的初心。”
升级趋势。陈树林表示，
他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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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日，中国人工智能大赛·语
言与知识技术竞赛在厦门启动。
本次竞赛由中央网信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指导，厦门市
政府主办，厦门市委宣传部、厦
门市委网信办、厦门市科技局等
协办。
中国人工智能大赛以“赛时
竞技场，
平时训练场”为核心，
今

年 3月至 8月，首届中国人工智
能·多媒体信息识别技术竞赛在
厦门的成功举办，发现了一批
AI领域的先进技术、促成了多
个项目签约落地、搭建了人工智
能人才交流平台，为人工智能同
传统行业深度融合与跨界应用
注入了新动能。目前，中国人工
智能大赛已永久落户厦门，并将
每年举办。

此次鸣锣开赛的中国人工
智能大赛·语言与知识技术竞赛
是中国人工智能大赛的专项赛
事，将围绕观点型问题的机器阅
读理解任务，广邀 AI创新创业
企业、高校科研团体和个人开发
者进行角逐。本届大赛致力于选
拔一流的科技人才队伍，将厦门
打造成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培
育池。

厦门市作为竞赛的主办方，
正在把人工智能作为优先发展方
向，力求将厦门打造成为人工智
能硅谷和全球人工智能城市的样
板和标杆。据厦门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厦门市将加大对人工
智能产业的扶持力度，针对顶尖
人才和创业团队，将给予 1000
万元至 1亿元的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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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五届国际装配式建筑前
沿技术与应用峰会暨第四届轻钢
建筑设计与建造盛典“摩勒杯”金
雨燕奖评选颁奖礼在厦门举行，
从
事装配式建筑行业的近 800人次
汇聚一堂，共同研讨、交流前沿技
术，
希望建造更好的房子。
在前沿技术与应用的新品展
示上，四大新品同时亮相：轻钢建
筑 设 计领 域的 BM 轻 钢 建 筑 大
师、项目管理领域的“项岛”APP
软件、
生产制造领域的自动龙骨拼
装生产线和重钢数控化生产线。
与会来宾还参观了装配式建
筑新技术应用基地，深刻感受了
前沿技术与应用的价值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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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CCB建融家园优望公寓·
望海社区”正式对外开放，
开业仪
式在思明区软件园二期举行。
记者了解到，
“CCB建 融 家
园·望海社区”位于思明区软件园
二期望海路 69号，为独栋公寓，
全封闭管理，包含 367间房源，涵
盖单身公寓、一室一厅两大市场
主流户型，
均为独门独户。建信住
房服务（厦门）有限责任公司总
裁吴文德表示，此次推出的望海
社区项目，对内辐射软件园二期，
对外覆盖周边观音山商务营运中
心、会展商务区、两岸金融中心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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