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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我市举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接会，现场发布“服务方案”
和“服务白皮书”，助力企业强素质增能力提水平

经济新闻

文/本报记者 李晓平
通讯员 吴小霖
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专精特新”是中小企
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国
家扶持的方向。4 日，2021
年厦门市“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
会在金雁酒店举行，现场发
布《2021 年厦门市支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服务方案》和《2021 年厦
门市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
服 务 白 皮 书》，以“ 真 金 白
银”助力我市“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
70 多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
巨人”企业代表、15 家专业
服务机构代表、5 家金融机
构代表与会，同时还有 500
多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代表线上收看直播。

加速我市餐饮零售行业回补

“筷乐”
餐饮狂欢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沈彦彦 通讯员 林文坚）
“双十一”
即将到来，我市线上线下促消费，加速餐饮零售行业
回补。11 月 6 日，由厦门市商务局指导，厦门市商业
联合会和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湖里万达商圈共同举办
的“寻味厦门‘双十一’筷乐餐饮狂欢节”在厦门湖里
万达举行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发挥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饿了么、口碑等
平台的聚合作用，
借力
“双十一”
购物节，
全链条为餐饮
商户促消费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推广流通平台，全方
位创新“到店团购”和“到家外卖”等模式，加大优惠力
度，
多措并举为餐饮零售行业加速回补赋能蓄力。
“寻味厦门‘双十一’筷乐餐饮狂欢节”线上线下
发力，线上专属会场，导入商家爆款团购、外卖菜品；
线下则聚合商家，搭建优惠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李
佳琦、薇娅等淘宝直播头部主播也计划参与本次活
动，帮助厦门餐饮商家卖货，开放包括火锅、自助餐、
饮品、烘焙、异国料理、中餐、快餐小吃七大品类。
市商务局副局长陈跃进表示，此次活动紧抓“双
十一”消费节点，旨在帮助受疫情影响的餐饮行业畅
通
“最后一公里”
，
助推消费潜力释放。

我市银行业保险业
举行技能竞赛
企业和服务机构在对接会现场交流对接。
企业和服务机构在对接会现场交流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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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培育一
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发展举措，也是实
现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更是提升中小企
业竞争力的根本路径。日前，财政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于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为中小企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也启动了中央财政支持“专精
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按钮”。
我市高度重视“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市工信局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扶持，促进上下联动，加快培育
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
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推动梯度培育优质企业，
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助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
做强做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性和竞争力。
我 市 自 2014 年 起 持 续 加 大 投
入，已培育了 600 余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小巨人”企业是“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
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
兵企业。目前我市共有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
企业 79 家，占全省总量
的 35.7%，位居全省第一，横跨生物医
药、智能设备、轻工纺织、新型材料、
电子电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行
业。其中重点“小巨人”
企业 27 家，占

链接

全省总量的 49.1%，
位居全省第一。
从工信部公布的三批全国共
4762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来看，厦门跻身全国各地市“专精特
新”企业数量十强，位列第九。此外，
还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24
家，市级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622 家，
成为推动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锐力量。

2021 年厦门市
“专精特新
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会现场。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会现场
。

打好服务
“组合拳” 构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作为我市深度培育“专精特新” 又提升了实操能力，让广大参与企业
企业、促进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学习
受益匪浅。
和运用现代管理知识、提高经营管理
为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
能力的有益举措，市工信局、市财政
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
局联合开展为期半年的 2021 级厦门 “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级研修
业，多元资金保障网正在进一步完
班，并于近日带领我市 42 位专精特新
善。据了解，今年我市已向工信部、
“小巨人”企业高管及 13 位“小巨人” 财政部申请国家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后备企业高管共赴上海交通大学开
5115 万元，用于支持我市“专精特新”
展首期课程学习。通过邀请业内权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 66.5%用
威的专家学者，深度剖析了宏观经济
于企业自身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增
形势给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
资扩产；7.4%用于点对点服务第一批
的发展机遇、
“双碳”背景下企业行动
重点“小巨人”企业；26.1%用于“专精
方案、科技成果及企业转型升级等， 特新”
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微观上讲解了企业发展的项目经营
除了资金保障，此次对接会是市
管理之道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同
工信局服务我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时，还实地参访专业研发机构、近距
业的又一实际举措。对接会上，厦门
离感受科创转化魅力，既开阔了视野
科技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拙

雅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专业服务机
构逐一亮相，根据各自特色，围绕政
策服务、数字化赋能、技术创新、管理
提升等方面，介绍服务“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思路和具体举措。会后，15
家服务机构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现场对接资源。接下来各方将就各
自的需求及优势服务开展“点对点”
对接，深化服务内容，共同构建“专精
特新”
公共服务体系。
对接会只是一个开始，市工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将构建
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扶持
力度，助力中小企业强素质、增能力、
提水平，加大培育一批具有产业特色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升产业链
整体层次，推动全市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服务扶持
最高 50 万元

市工信局点对
点 服 务“ 专 精 特
新”中小企业
为更好地服务我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市 工 信 局 出 台 了
《2021 年 厦 门 市 支 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方
案》，编制《2021 年厦门
市专精特新高质量发
展服务白皮书》，为其
送 上 专 享“ 服 务 礼
包”。市工信局遴选了
15 家服务机构，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省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提供创新
和技术、数字化赋能、
工业设计、融资对接、
管理咨询、培训、法律
维权等 20 项免费或优
惠的点对点专业服务，
以支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及
提升管理水平。
即日起，我市“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可登
录“慧企云”服务商城
（fw.xmsme.cn） 进 入
“专精特新服务专区”，
在线选择相应的服务
机构和服务项目，可享
受的服务总价值最高
50 万元。

扫码获取
服务白皮书

近千万消费补贴，来了！

“同心同行·助 GO 同安”2021 第二届同安消费节即将启动

三大主线活动
文/本报记者 卢漳华
通讯员 黄静怡
在不久前的疫情防控歼灭战
中，同安人民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同
心抗疫取得胜利，把生活的魔方拧回
原位。为了加速商业引擎，让经济提
速奔跑，同安区即将启动“同心同行·
助 GO 同安”2021 第二届同安消费
节。本届消费节，同安区政府将统筹
发放近千万元消费补贴，全面助力同
安经济加速恢复生机与活力。
据了解，本届消费节将推出“拼
实惠 同安 fun 心购”
“拼低价 购车到
同安”
“ 拼真心 商家大让利”三大主
线活动，串联起同安五大商圈，联动
百余家商超百货、知名商户、品牌车
企等共同参与，为辖区居民百姓带来
近千万元的优惠福利。
同安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
互动”的方式，加速同安疫后经济恢
复，激活消费动力，升级消费结构，实
现拉动市场消费和居民消费品质提升
的双赢目标。本次活动由同安区人民
政府指导，
同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同
安区总工会主办，
海西晨报社承办。

拼实惠
同安 fun 心购

拼低价
购车到同安

拼真心
商家大让利

近千万元消费补贴 助力经济提速奔跑
为充分释放积极信号，有力提
振市场信心，此次消费节以助力线
下消费经济复苏为核心，融合“消费
补贴发放+线下消费”的促消费模
式，打出“线上+线下”
双向联动组合
拳，
助力同安经济按下
“快速键”
。
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节将统
筹发放“消费券”
“汽车助购金”两大
消费补贴，合计近千万元。其中，
“消费券”将于“双十一”
“双十二”及

元旦三大节点，通过银联云闪付、饿
了么平台发放，包含百货消费券、堂
食消费券、超市消费券、外卖消费券
等。
“ 汽车助购金”则联动同安辖区
内的二十多家车商共同参与，购车
者在享受车商年底优惠活动的同
时，还能享受到政府发放的“汽车助
购金”，
“汽车助购金”发放时间将从
11 月中下旬持续至 12 月底，发完即
止。

主办方介绍，本届消费节延续
了此前发放真金白银消费补贴的举
措，并且在去年的基础上加大了补
贴发放力度，旨在通过消费补贴这
一催化剂，点燃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强化“安心消费又得实惠”理念，引
导本地居民迈出家门消费，同时吸
引城市周边居民来同安消费，呼吁
大家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同安，助力
同安经济加速恢复生机与活力。

上百场特色促销活动 打造消费新亮点
主办方透露，本届消费节除了
发放近千万元消费补贴外，
为了让更
多的市民能够多角度、多层次体验消
费节活动，还将推出“拼实惠，同安
fun 心购”
“拼低价，购车到同安”
“拼
真心，
商家大让利”
三大主线活动，
活
动将串联起同安五大商圈，
网罗同安
各色美食、优质商贸资源，号召辖区
内各大商场、超市线下同步发起促销
让利，
联合各大业态开展上百场特色
促消费活动，
活动涵盖吃喝住行娱乐

等方方面面，以优惠的活动、优质的
服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
面推介同安优质资源。
此外，本届消费节还将推出
“驱
GO 同安——汽车消费节”
“ 云 GO
同安——约吧，山海银城”
“ 夜 GO
同安——元旦跨年购”
“ 乐 GO 同安
——爱运动，购起来”四大主题活
动。活动将采用政府搭台、商家唱
戏、媒体助力的模式，聚集多方资
源，着力搭建商旅文娱结合引导消

费的平台，丰富同安区各类消费场
景，为居民带来更丰富、更多样的消
费体验。
同安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消费节将通过开展一系列
专题促消费活动，推动节日消费、行
业消费、夜间经济、促销活动成为同
安区消费新亮点，在优化提升区域
营商环境的同时，以消费高质量增
长带动同安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消费回暖、经济复苏和企业共赢。

本报讯（记者 吕洋）上周末，
“ 厦门市第二十七
届职工技术比赛（A 类）银行综合服务技能竞赛”和
“2021 年厦门市人身险业务技能竞赛”的两场决赛在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举行，来自我市 20 家银行机构、13
家保险机构的精英展开层层竞技，分别角逐出多个团
体及个人奖项，展现了我市银行和保险从业人员发挥
专业技能、弘扬工匠精神的精神面貌。
其中，由厦门市总工会、厦门市金融工会主办的
“厦门市第二十七届职工技术比赛（A 类）银行综合服
务技能竞赛”主要考核银行对公柜面人员的业务技
能，分为综合业务知识竞赛和业务技能操作竞赛两个
项目，经过前期全辖 2600 多名从业人员的激烈角逐，
最后 20 家银行的 151 名精英进入 11 月 6 日的决赛。
决赛采用线上答题、系统自动评分的方式，共评选出
14 个个人奖项、8 个团体奖项。最终，建设银行厦门
市分行的钟月婷荣获个人竞赛一等奖，并被授予“厦
门市金融五一劳动奖章”；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荣获
团体成绩第一名。
昨日举行的“2021 年厦门市人身险业务技能竞
赛”是由中国金融工会指导、厦门市金融工会主办的
保险业务技能竞赛，分为保险基础知识竞赛和人身险
综合业务操作竞赛两个项目。来自 13 家保险机构的
57 名精英从全辖 400 多名人身险业务从业人员中脱
颖而出，参与决赛。决赛共评选出 9 个个人奖项、5 个
团体奖项。最终，民生人寿厦门分公司的宋伟东荣获
个人竞赛一等奖，并被授予“厦门金融五一劳动奖
章”
；
民生人寿厦门分公司荣获团体成绩第一名。
厦门市金融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技
能竞赛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增强厦门市金融行业一线员工业务素质和服务质
量，打造专业化的职工队伍，提升金融系统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美的集团来厦分享智能制造应用实
践及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日前，美的集团成员单位
美云智数联合厦门火炬高新区智能制造服务中心、厦
门知识产权协会等单位，在我市举办“灯塔智造 引领
未来”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高峰论坛。聚焦厦
门制造业现状，结合美的“灯塔工厂”实践经验，美云
智数专家团队向我市 200 名企业代表揭秘“灯塔工
厂”
和美的智能制造应用实践。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产业数字化”加速前
行，纵深布局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企业实际需求出
发，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企业网络化、智能化改
造，夯实数字产业基础，助推产业升级，持续释放厦门
制造业数字经济生产力。
如何借鉴可落地的经验？美的集团美云智数制造
云事业部总经理高一分享了美的沉淀 53 年的制造业
生产经验。他表示，美的 2012 年开始数字化转型，先
后历经了数字化 1.0、互联网+、数字化 2.0、工业互联
网、数智驱动五个阶段，
共投入上百亿元资金推进数字
化转型，逐步累积下 10 年数字化管理实践，并构建工
业互联网平台，紧密围绕企业研发、生产、制造、供应、
营销、
物流、
售后全链条，
持续释放潜在业务价值。
据介绍，美的经验不仅对内应用，还通过“懂制
造业的全价值链云服务专家”——美云智数对外输出
服务，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纺织鞋服、能源、汽车、地
产等 40 多个细分行业，汇聚 6 万多家中小企业，以
“咨询+产品+实施”服务于恒安集团、建发集团、宁德
时代、安踏等福建企业。

古雷开发区

4300 吨乙烯单体
发货销往台湾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薛敏灵）
日前，在厦门港古雷港区码头，装载着古雷石化公司
4300 吨乙烯单体的
“绿宝石”
号轮船，
顺利驶离古雷口
岸并驶往台湾，标志着古雷开发区对台乙烯销售全流
程正式打通。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作为海峡两岸合资合作的
最大石化产业项目，今年 8 月底乙烯裂解装置成功投
料试车，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实现首船乙烯单
体销往台湾，货值达 3000 多万元，从而精准打通“古
雷-高雄”石化产品通道，将有利于提高古雷石化公
司的营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海峡两岸石化产业
融合。
古雷石化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当前乙
烯销售一直受船舶运力紧张的限制，为保证台湾股东
化工原料的供应，2020 年底古雷石化公司未雨绸缪，
全面开展市场调研，在市场化原则下完成对台销售合
约签订。在发货前，古雷海关、边检、海事、口岸办、商
务局、古雷石化及相关码头公司等多部门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主动靠前服务，实施“无接触”查验方
式，对企业前期危险化学品危险源控制、危险化学品
分类鉴定、产品取样送检等业务提前介入指导，确保
安全、高效、合规，保证在一船一议文件批复时，所有
通关手续办妥，为古雷石化公司首批乙烯单体顺利销
往台湾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