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福州（549） BB55■ 2021年9月1日（星期三）

■ Wednesday, September 1, 2021 Lt:Win

电子邮箱：

00860086--591591--8376270383762703

联系电话：

第549期

今
日
福

今
日
福
州州

福州晚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杨星
版式设计:珊珊

福
州
晚
报
海
外
版
编
辑
部
地
址:

中
国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小
柳
路85

号

欲
知
更
多
福
州
新
闻

请
点
击
福
州
新
闻
网

w
w

w
.fznew

s.com
.cn

福
州
晚
报
与
国
际
日
报
联
办

E-mail:E-mail: fzwbhwb@fzwbhwb@163163.com.com

2021年9月1日
（逢周三出版）

山水相依，人间福地。福州结
合城市特有生态“家底”——水，聚
焦百姓关切，加强要素协同、区域
协同、部门协同，集成创新、综合施
策，将城区内河水系治理经验做
法，推广应用到“两江四岸”、龙江
流域等环境治理提升中，结出累累
硕果。2021年上半年，福州全市流
域水质持续改善，大江大河、小流
域国省考断面全面消除V类及以下
水质。

通过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
针，一套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
监管统一、多方参与的水生态环境
治理新机制已然诞生，成为福州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有力旁证。

打好“组合拳”
构筑全民治水大格局

设立河湖物业化管理服务中
心是永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域
治理的创新之举。通过引入社会
资本，永泰县组建起河湖物业化管
理服务中心，配备专职队伍，建立
巡河全程可视化、动作标准化等管
理模式。成立至今，中心已巡查累
计发现较大问题1089件，办结1019
件，办结率达93.5%。

全市层面，福州市委、福州市政
府与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签订治
水“责任状”，逐级压实责任；各县
（市）区逐项制定饮用水源、城市内
河、重要湖泊等方面13份治水清单，

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挂账销号”制
度。社会范围内，“民间河长”队伍
不断壮大，协助河长监督一系列涉
水问题；试点成立县级生态环境中
心，以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实体化
运作模式强化发挥统筹指挥作用，
对相关问题开展专项督查，水环境
治理领导责任体系逐步健全。

擦亮“金招牌”
建立综合治水新模式

变化始于 2020 年。福清打响
龙江流域水系综合治理攻坚战，同
时统筹淘江、迳江、渔溪等7条小河
流域治理，为城市打造永续发展的
生态水环境。

“一年来，我们的首要工作就
是展开全流域、全要素系统治理，
在水里进行河床清淤，在岸上坚持

全面截污，在两侧统筹推进污染源
治理。”福清市龙江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一年的努力，今年上半
年龙江流域水质跨类别提升为Ⅳ
类水。

如龙江治理一样，福州开展水
系治理一直都有章可循。在初步
清淤截污的基础上，协同开展内涝
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污染源治理、
水系周边环境治理和河道岸线生
态修复工程，“系统治理”的治水思
想发挥着重要作用。

着眼长远，福州进一步延长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探索建立包
括水质维持、环卫保洁、设备运行
等指标的内河运营管护综合评价
体系，推行“建管维”一体化。同时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依托全省
生态环境大数据云平台，深入推进

大数据与生态环境治理深度融合，
以现代化手段助力河流湖泊精细
化治理。

做足“水文章”
打造亲水宜居幸福城

生态环境好不好，最终还要百
姓说了算。近年来，福州以治水为
突破口，持续提升城市品质，打造
水清、岸绿、景美的亲水宜居城市，
折射出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的坚定
追求。

城市规划深度融水——将水
环境保护纳入全市战略发展规划，
从总规、控规层面保护山水界面不
受破坏，分类推进山水生态廊道范
围内整治提升。

河道整治注重亲水——在河
道整治的同时治理水系周边环境，
以沿河步道和绿带为“串”，以有条
件的块状绿地为“珠”，大力建设串
珠公园、滨河绿道。

打造品牌助力护水——充分
利用“两江四岸”沿线资源，挖掘历
史文化底蕴，联动建设闽江核心
段、烟台山—上下杭等一批精品景
观带，打造“文盛景美、人水和谐”
的美丽河湖。

“福州现有串珠公园200座、滨
河绿道550.8公里，宜居之城雏形已
现。”福州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
责人表示，福州将持之以恒以水为
笔，书写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示范区改革新思路、新路
径、新方法。 (钱嘉宜)

一水润城绘新绿
以水为笔 福州书写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示范区改革新篇

沿河而建的串珠公园为城市增添绿意。（资料图）叶义斌/图

【福州晚报讯】 8月23日晚8
时40分，经过40分钟的“华丽转
身”，福厦高铁太城溪特大桥主
跨完成顺时针旋转40度，成功实
现转体对接，标志着中国首座高
铁大吨位不平衡转体斜拉桥顺
利合龙，打通了福厦高铁全线工
程建设瓶颈。

太城溪特大桥，位于福清市
镜洋镇，全长728.13米，是全线重
点控制性工程。太城溪特大桥
主跨，水平跨越繁忙干线沈海高
速公路，转体部分全长221.3米，
总重量达3.8万吨。索塔两侧梁
体长度不等，重量相差570吨，转
动姿态控制难度大，配重困难，
转体预留空间仅有9.6厘米。建
设单位采用大节段支架现浇施
工，并采用连续式千斤顶配合电
脑数控控制，及时修正转体姿
态，保证合龙精度达到9毫米，实

现了精准对接。
太城溪特大桥上跨沈海高

速公路，大桥梁体距地面最小距
离仅 6.1 米，如果直接在公路上
方施工，难度大且风险高，于是
采取“先建后转”的施工方法，即
先在沈海高速公路一侧空地进
行施工，待桥梁上部结构完成
后，再进行转体跨越沈海高速公
路。

随着太城溪特大桥主桥合
龙，福厦高铁建设进入冲刺阶
段。福厦高铁是中国“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北起福州，途经莆
田、泉州，南至厦门和漳州。这
条铁路建成通车后，福州、厦门
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东
南沿海城市群将串联起一条旅
游“黄金带”。 （王光慧）

【福州晚报讯】闽侯青口镇长
楼村里有一座由十八个姓氏后人集
体建造的宗祠，被乡人称为义溪十
八姓宗祠。

义溪十八姓宗祠位于长楼村义
溪西岸，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宗
祠占地面积约 700 平方米，建筑规
模虽不算宏伟壮观，但装饰讲究，雕
刻精致。宗祠内，依次建有戏台、天
井、厅堂等。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七
楹，穿斗式木构架，四周设有砖土封
火墙，厅堂廊檐下有二十四孝石雕，
栩栩如生。

“难兄兼难弟百世本支，睦族并
睦邻一团和气”，走进义溪十八姓宗
祠，书写于神龛旁的这副对联，道出
了义溪十八姓同祠不同姓的事实。
义溪十八姓宗祠理事会会长杨仕斌
告诉记者，在明朝中晚期，当时的长
楼村内，诸姓杂居。其中，一些姓氏
的村民，人丁兴旺，形成了所谓的“大
姓”；另外一部分村民，由于人丁稀
薄，故而被称为“小姓”。在宗族文化

盛行的古代，大宗族财力、人力雄厚，
而小姓、小族既乏人丁，又少财富，只
能将祖先牌位放在家中供奉。

“为此，有人提议，不如集众小
姓之力共建宗祠，以后每年大家同
时祭祀。”长楼村文化协管员郑国忠
说。听说要联合建宗祠，十八个小
姓的宗亲们都非常踊跃，有钱的出
钱，有力的出力，不久便在义溪畔建
起了一座三进祠堂。落成之日，大
家把各家的祖先牌位放在同一个神
龛下，同时议定每年的正月十八为
共同的祭祀时间。

2004年底，义溪十八姓宗祠初
步重修完毕，整个工程到2008年方
才完成。2013 年 3 月，义溪十八姓
宗祠被确认为闽侯县不可移动文物
点。

“在长楼村的十八姓后人心中，
宗祠不仅是他们祭拜先人的场所，
更是祖先们留下的‘邻里和睦 团结
共存’之精神的象征。”杨仕斌说。

（陈木易 文/图）

丝路海港城是福州市重点打造
的“六个城”之一。位于罗源湾南岸
的可门港区，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这里将发挥口岸开放开发优势，科
学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着力打造闽
浙赣地区外贸物资运输的重要口岸
和物流中心。

眼下，位于可门经济开发区腹
地的申远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以
下简称产业园），风生水起：正以年

产 100 万吨己内酰胺产业为中心，
依托现有的产业优势向上下游产业
链延伸，重点打造半导体原材料、纺
织服装新材料、汽车产业链配套、助
剂染料等新型材料项目。

据悉，产业园规划总投资超400
亿元，规划园区总占地面积8191亩，
目前实现了尼龙6八道产业链的完
整布局，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竞争力
最强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

据介绍，产业园通过以商招商，
引进多个优质项目，将助力福建省
及中国在多个领域内加快实现高质
量发展。连江智能制造绿色纺织产
业园，力争成为福州乃至周边地区
高端织造染整基地；电子化学品及
特种气体项目，将有助于激发福建
省半导体产业发展活力，打破欧美、
日本等国家技术垄断；锂电池电解
液添加剂项目，将大力推动福建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革新发展，建成投
产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
全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基
地。

该产业园只是可门经济开发区
培育产业集群的一个缩影。

可门党工委第一书记、管委会
主任郑成锋说，为建设丝路海港城，
这里加快培育发展三大产业集群
——以申远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为
龙头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华
电可门火电和神华罗源湾港电为支
柱的能源电力产业集群，以华电储
运、可门港物流为龙头的现代港口

物流产业集群。
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

质的服务。
“我们以升级省级开发区为目

标，从扶引龙头、优化布局、科技创
新、加强融资、强化保障、创新机制
等方面多管齐下，加快推进园区标
准化建设，积极筑巢引凤。”郑成锋
说，“比如，我们以申远新材料一体
化产业园为龙头，重点瞄准精细化
工产业链、纺织化纤产业链，开展产
业链精准招商，达到‘引进一个、带
动一个、辐射一片’的作用。”

同时，可门经济开发区还下足
绣花功夫，通过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保姆式的服务，
加快打造全市一流开发区。

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区创新实
行“园区管委会+公司”管理模式，
前者主抓园区管理、招商、规划、项
目服务，后者作为主要的融资平台
以及项目建设主体，实现了“专业的
事情专业的人做”，有效提高了园区
的建设和管理水平。 （郑瑞洋）

福州机场奔向
“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

【福州晚报讯】省会机场加快
奔向“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福
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初
步设计（第二批）及整体概算获
批。至此，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初步
设计及概算全面获批，标志着工程
前期工作圆满完成。

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是
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航空枢纽，本
期扩建将极大提升机场运行保障
能力，提升空港辐射带动作用，对
福建、福州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
枢纽节点，促进福州都市圈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冯雪珠）

福州打造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福州晚报讯】 8月25日，福州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了福州市
政府关于1月至7月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报告表示，将慎终如始做好疫
情防控，通过提升就业质量、增强
群众民生福祉、提升社会保障水
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等，加快补
齐民生短板，全力筑牢社会保障。
其中，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力
争年底前 18 岁以上人群接种覆盖
率不低于 77.6%；加强就业形势和
用工监测分析，完成全年新增就业
12.5万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制度，
加快建设养老设施，打造“15 分钟
养老服务圈”。 （李晖）

三山会馆
完成保护修缮

【福州晚报讯】 日前，有着约
200 年历史的三山会馆（春晖堂），
历经一年多保护修缮，提前竣工并
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据悉，三山会馆位于台江区，
兴建于1821年—1850年，由江浙两
省在福州的丝绸布业公帮捐资建
造。春晖堂是三山会馆的主建筑，
也是其现存唯一的建筑。2019 年
12月，三山会馆（春晖堂）保护修缮
工程正式启动。施工过程中，在保
留原有部件的前提下，遵照“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文物修缮原则，采
用传统的建筑材料、传统工艺和技
术修缮，力求做到“修旧如旧”，再
现清代传统建筑风采。 （赵铮艳）

长乐太平桥
重置清代惜字炉

【福州晚报讯】 8月21日，长乐
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太平桥边，新
安置好的惜字炉吸引不少游客驻
足观赏。这座建造于清道光年间
的惜字炉，重现了当地“敬惜字纸、
珍重文化”的传统习俗。

安置在太平桥边的这座惜字
炉外形呈塔式形制，前宽100厘米，
后宽120厘米，高360厘米。炉体为
青石结构，内设焚炉，共五层。整
体风格与太平桥古朴的人文风貌
相得益彰。 （徐文宇）

打造千亿产值园区 培育三大产业集群

连江可门加速“驶向”丝路海港城

申远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受访者供图

3.8万吨！“华丽转身”40度
福厦高铁太城溪特大桥主跨合龙

闽侯长楼村 一祠十八姓
诠释“邻里和睦 团结共存”的精神

福厦高铁太城溪特大桥主跨实现合龙。 福清市新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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