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责任编辑:刘颖 杨星 美术编辑:郭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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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云签约”闽清拔头筹
境内外共签约落地 12 个项目总投资 111.8 亿元

“这些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
闽清积极打造开放平台，畅通开放
渠道的努力，让我们这些在外发展
的侨胞越来越乐于回家乡投资兴
业。”黄忠壕表示，希望以这次签约
项目为契机，积极对接日本优势产
业和优质企业项目赴闽清投资，引
进更多发展机遇。
据介绍，此次闽清县签约的 12
个项目涵盖数字农业、观光旅游、
新型建材等多个类别，其中包括华
侨大厦、生态养殖产业智慧园、礼
乐文化产业综合体 3 个“回归工程”
项目，是近年来闽清县围绕“三大
一强”发展战略，深化“大招商”格
局，不断创新思路和优化服务的成
果体现。
战“疫”期间，为减少疫情对招
闽清重点招商项目
“云签约”
仪式现场。林瑞琪/图
商引资的影响，闽清县招商办提前
【福州晚报讯】 北京时间 19 日 次国信智城在闽清落地智慧路灯 部署，要求各乡镇招商人员充分利
上午 10 时许，
一场跨国“云签约”在 和城市大数据项目，计划在当地建 用电话、微信、邮件等现代信息技
福州闽清和日本东京两地完成，总 设城市大数据体系、物联网专项和 术，通过“不见面”的形式保持招商
投资 10 亿元的华侨大厦项目正式 5G 基站等，并对闽清县、镇、乡三 工作“不掉线”；组织各乡镇积极摸
落地闽清，这是福州市首个连线海 级 约 2.1 万 盏 路 灯 进 行“ 智 慧 升 底招商资源，汇编涵盖闽清土地资
源、文旅资源、农业资源的特色招
外的“云签约”项目。包括这个项 级”。
目在内，
闽清 19 日通过视频连线完
签约现场，闽清县还将这股线 商手册，为接下去“走出去”招商做
成 12 个 项 目 签 约 ，计 划 总 投 资 上合作的热情传递到了日本东京， 好准备。
“ 依 托 互 联 网 进 行‘ 云 签 约 ’
111.8 亿元。
与旅日闽清籍华侨黄忠壕成功签
在签约现场，闽清县依托联通 约总投资 10 亿元的日本闽清同乡 是投资合作的方式创新，也是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云视频技术，改“面对面”为“屏对 会华侨大厦项目。
屏”，
实现实时签约多方视频连线。
“这样的签约效率很高！”黄忠 胜利’的具体行动。此次签约的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闽清县 壕在为此次“云签约”点赞的同时， 好项目、大项目将对闽清产业转
通过‘云招商’创新推进新兴产业 也高度评价了闽清近年来持续向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起
落地，积极发展数字服务新业态， 好的营商环境。他告诉记者，去年 到积极推动作用，也将为闽清克
作为一家从事城市新基建业务的 日本福建商会烤鳗基地建设项目 服疫情影响，奋力实现全年目标
大数据公司，能与闽清达成此次合 落地闽清，当地政府部门安排专人 任务注入新动能。”闽清县副县长
作，让我们深受鼓舞。”北京国信智 对接，业主需求在第一时间内得到 叶国勋表示。
（林瑞琪）
城科技公司董事长霍兆坤介绍，此 满足，
让他印象深刻。

长乐：
数字赋能释放经济活力

恒申生产车间智能化后，人力得到释放，生产效率提升。
（恒
申控股集团供图）
【福 州 晚 报 讯】 2018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
强调，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
要适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
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
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
煌。
“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思

想，孕育发端于福建，最早探索
于福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近
年来，
“ 数字福州”建设渐入佳
境。长乐，作为“数字福州”建
设的主战场，紧抓历史机遇，通
过数字赋能，释放经济活力，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余少林 杨莹）

福清将建全球最大
专业胶带生产基地

马尾
“云签约”
迎开门红
16 个项目总投资 226.34 亿元
【福州晚报讯】 19 日上午，马 目将引进先进技术和研发团队， ——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
尾举行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活 生产智能传感器等硬件产品，开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动，通过“线上+线下”
“主会场+分 发配套软件，建立集物联网产业、
这是马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会场+视频签约”的形式签约 16 高端生产制造、电子信息于一体 手抓经济建设之举，确保招商工
个项目，
总投资 226.34 亿元。
的都市型产业集聚地。入驻马尾 作不断档、见成效。马尾是改革
在主会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 基金小镇的中交福旅股权投资合 开放的前沿阵地，是自贸试验区、
区管委会会议室，联东 U 谷·物联 伙企业出资额达 70.011 亿元。福 福州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网产业园、福建中交福旅股权投 建中电合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将 等“七区叠加”的重要战略区域，
资合伙企业、马尾基金小镇二期 在福州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 今年马尾抢抓机遇，主动融入“三
三期、中智运网络货运平台等 4 建设创新体验合作中心、研发中 个福州”
建设。
个项目进行线上签约，合计投资 心等，
打造泛在电力物联网基地。
疫情发生后，马尾区利用线
112.29 亿元。另外，泛在电力物
“落地主要看中马尾基金小 上招商，变项目洽谈“面对面”为
联网基地等 12 个项目在 4 个分会 镇规模已达千亿级以及马尾的优 “屏对屏”，与在谈企业、行业协
场现场签约，主会场视频连线见 质服务，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通过 会、中介机构等加强“云端互动”，
证，签约项目涉及物联网产业、基 ‘线上’服务为我们解决了办证材 做到招商热度不降温、在谈项目
金小镇、商贸服务业等。
料审核等问题。”中交福旅（福州） 不失联。
联东 U 谷·物联网产业园项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发起单位之一
（欧阳进权）

友谊新材料科技工业园项目。
【福州晚报讯】 19 日，记者
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获悉，
总投资 42 亿元的友谊新材料科
技工业园项目已全面复工，该
项目将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专
业胶带生产基地。
18 日，记者在该工业园的
涂布车间里看到，一条条生产
线高速运转着，工人们戴着口
罩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生产操
作。园区的另一栋厂房里，一

批工人正紧张忙碌地安装设
备。
据廖武介绍，友谊新材料
科技工业园项目用地 1363 亩，
主要生产 BOPP 薄膜、BOPP 胶
带、美纹纸胶带、双面胶带、PVC
胶带、布基胶带、热熔胶带等。
该项目建成后，将年产各种胶
带 80 亿 平 方 米 ，产 值 达 70 亿
元，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专业
胶带生产基地。
（王光慧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