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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电子竞技协会成立
启动百万电竞发展基金

本报讯 泉州市电子竞技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
暨就职典礼，日前在泉州仟禧汇成功举办，留伟龙当
选为泉州市电竞协会首届理事会会长。同时，福建
领秀文旅集团在会上宣布将投入100万元成立“领
秀文旅电竞发展基金”，助推泉州电竞产业发展壮
大，这也是福建省首个电竞产业基金。

作为行业新风口，电竞产业的商业模式在国内
日渐成熟，电子竞技本身更成为全民体育项目之一，
正式列入今年雅加达亚运会表演项目和2022年亚
运会比赛项目。当天，泉州市电子竞技协会携手福
建领秀文旅集团共同启动“一场一馆一基金”，助力
泉州电竞发展。 （孙虹）

联和集成电路投资基金成立
厦门多方发起 规模超5亿元

本报讯 5月10日厦门科技资本对接会暨集成
电路高新产业对接会在翔安创新孵化中心举办，对
接会上，厦门联和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成立。

该基金由厦门市联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翔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厦门火炬高新区招商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等合作成立，管理基金规模超5亿元人民币。基
金将面向厦门市集成电路全产业链进行投资，发挥

“产业+资本”的优势，推动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进步
和发展。 （曾嫣艳）

中澳进口商品贸易平台
将落地闽侯南通

本报讯 5月19日，2018年中澳（福建）经贸交
流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来自中澳两国的商会
和企业代表们就扩大闽澳合作、加强经贸文化教育往
来作了深入交流，并签订2项合作协议。其中，中澳进
出口商品贸易平台将落地闽侯南通，未来，福州人可
品尝到更多正宗的澳洲美酒、牛羊肉等。

当天，澳中国际商会、福建外贸中心集团、福州
民天集团签订协议，三方将在闽侯南通共同建设中
澳进出口商品贸易平台，并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东南
地区大型食品、副食品进口和批发平台。

会上，多位福建企业家代表积极宣介公司主营
业务，寻找合作机遇。澳中国际商会还与福建省电
机出口基地商会签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

（朱榕）

福建文化贸易水平继续提升
去年总额达29.2亿美元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省文改办获悉，去年，福建
省文化贸易水平继续提升。据统计，从文化贸易规模
来看，2017年，福建省文化贸易总额29.2亿美元。
相比2016年，2017年文化产品出口提升12.8%。

从出口产品类型来看，福建省出口位居前四的
文化产品主要有工艺美术和收藏品、文化用品、出
版物、文化专用设备，分别出口16亿美元、10亿美
元、1.4亿美元、0.9亿美元。工艺美术及收藏品出
口 1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56%，文化用品 10.3
亿元，占出口总额的 36%，2012年至 2017年文化
用品增幅较大，提高了12.6%。 （李珂）

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揭榜
片仔癀位列第二位

本报讯 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经济
日报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品牌建设促
进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
息发布”活动在上海举行。发布活动，涵盖1346家
企业、718个品牌。片仔癀以249.03亿元的品牌价
值在中华老字号品牌中位居第二，较去年上升一位，
品牌价值再创新高，成为福建省上榜的唯一一家中
华老字号品牌。 （陈琳）

作 为 厦 漳 同 城 化“ 一 号 工
程”，起于漳州台商投资区、对接
厦门海翔大道的厦漳同城大道，
成为串连起厦门与漳州的一条跨
区域快速连接干道。

日前，记者从厦漳同城大道
项目部获悉，作为项目控制性工
程的流传特大桥，现已进入工程
扫尾阶段。工程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通车后，厦门与漳州的
行车时间将缩短到半个小时以
内。

交通先行是构建厦漳泉龙
大都市圈的基础，也是实现同城
化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岛内
外一体化进程加快，厦门日益在
区域城市群中发挥协调带动作
用，加快推进厦漳泉龙同城化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如
今，区域之间不仅构建厦泉国际

空港经济区，还相继建成厦漳跨
海大桥、龙厦铁路、厦深铁路、厦
成高速以及厦漳国际海运大港。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意义
重大，这不仅意味着区域城市群
有了快捷的连接线，更有利于不
同自然禀赋、不同产业形态、不
同人文背景的城市间优势互补和
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带动区域发
展的经脉。正是在此基础上，厦
门创新跨行政区域共建生态产业
区模式，与泉州安溪共建经济合
作区、与漳州长泰共建海投(长
泰)科技创业园、与龙岩共建山
海协作经济区等。

在 泉 州 安 溪 县 官 桥 镇 ，厦
门泉州（安溪）经济合作区正在
建 设 。 目 前 ，经 济 合 作 区 思 明
园已有 12 家企业入驻，园区内
建成的 8 栋通用厂房 7 栋都已

有了归属。“思明区与安溪县采
取 同 城 化 合 作 模 式 ，采 取 财 税
五五分成。”思明区工业园区管
委 会 常 务 副 主 任 白 建 生 介 绍
说。

在漳州龙海市汽车产业园，
金龙汽车龙海新能源产业基地已
开建。建成后，年产 3万辆节能
与新能源大中型客车、1万辆考
斯特和 10万辆轻型客车。项目
投产后，年总产值预计超过 500
亿元，税收逾 50亿元，创造就业
机会10万个以上。

去年以来，厦门市加强与泉
州、漳州、龙岩等市沟通交流，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
务、工作机制等方面协同发展，
完成了交通、教育、医疗等多个
厦漳泉龙区域同城化项目。

（吴在平 潘抒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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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省物价局公布减税降费
16项新措，预计今年全省减免180
亿元。

减税降费力度空前

减税方面。增值税税率有所
调整，制造业等执行17%税率的行
业降至 16%，交通运输业等执行
11%税率的行业降至10%。同时，
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
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
万元上调至500万元。

对按照万分之五税率贴花的
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对按
件贴花 5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
税。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对
物流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
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个人通过个人商业养老资金

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养老保
险产品的支出，可在一定限额内税
前扣除；计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
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

降费方面。降低残保金征缴
水平；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征收标准，降低工伤保险、失
业保险费率；降低建设工程交易服
务收费等。此外，在减负方面，还
为企业降低了用电成本和车辆通
行成本。

高新、制造企业获益更多

省财政厅副厅长黄剑青表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是实体
经济，供给侧改革是主攻方向。减
税降费政策的持续实施，将切实让
利于企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福
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福建落实国家新出台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多项利好直指
高新企业、实体企业。公司制创
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
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
企业，可按投资额的 70%在股权
持有满 2年的当年抵扣应纳税所
得额。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
至10年。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新
购进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
的设备、器具，允许一次性计入当
期成本费用并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
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
万元。

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
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
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
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

（陈芝）

海峡两岸大健康博览会暨
中国新时代康养旅居联盟福建
分会成立大会，于5月18日上午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中国新时代康养旅居联盟
总部会长曹祥胜、中国新时代康
养旅居联盟福建分会会长郑祖
平、台湾中国生产党主席卢月香
等为海峡两岸大健康博会的开
馆剪彩。同时还举行了中国新
时代康养旅居联盟福建分会成
立仪式，联盟总部常务副会长梁
家祺为福建分会授旗（右图）。

本届海峡两岸大健康博览
会为期5天，以“携手健康·共赢
未来”为主题，分展示展览、主题
论坛两个板块，共举办义诊服
务、健康咨询、舞台现场表演等

共计 10 余场系列活动，参展的
海峡两岸企业100多家近300个
展位，展品范围涵盖健康管理、

医疗器械、家庭与养老保健、中
医中药、健康食品等领域。

（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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