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

■ 2021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

今日福州(第 554 期)

■ Wednesday, October 6, 2021

显山露水的滨水空间 画境意境融合的诗意公园

晋安湖
“三创园”
+新店
“科创圈”

晋安未来5年
打造科创新核
【福州晚报讯】 处于
“后征
迁”
时代的转型关键期、
重要窗
口期，
晋安将进一步用好优势、
释放潜力，抢抓机遇、加速奋
起，争当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的排头兵。
未来 5 年，晋安将释放资
源潜力，打造科创新核。抢抓
科创走廊建设机遇，全力推进
晋安湖“三创园”标准化建设，
盘活一批科创产业用地，通过
强链补链带动光电产业等集群
发展；
全力打造新店
“科创圈”
，
规整片区存量空间，招大引强
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极。同
时，
发挥服务业集聚优势，
做大
做优商圈经济、
现代物流，
大力
发展总部经济、
平台经济，
为科
创走廊建设提供有力服务支
撑。
晋安将对标福州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高质量做好城市更
新”
“ 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等
工作部署，
建设宜居样板，
坚持
一流标准、前瞻眼光推进城市
更新，建设一批高品位的精品
工程，打造一批高颜值的生态
休闲空间，
体现
“大气、
美观、
特
色”
现代都市风貌；
构建优质均
衡的公共服务体系，让住在晋
安、学在晋安、医在晋安、养在
晋安成为新趋势。
为写好新时期北峰山区
“旅游兴乡”文章，晋安区将锚
定中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目
标，统筹全景公路、全季农业、
全域旅游建设，
巩固推广九峰、
前洋试点经验，打造更多精品
村、网红点、最美路，串联精品
旅游线路，把北峰山区打造成
“清新福建”
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和福州山水城市建设的亮丽名
片。
晋安区把“攻坚 120 天”专
项行动作为年底工作的主线，
将围绕专项行动生成的 280 个
项目，
以饱满的攻坚劲头，
全力
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何佳媛）

三江口生态公园全景。
之最：
福州最大滨河沙滩、
福州公园
最大的户外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福
州最大的粉黛乱子草区。
三江口生态公园中段的滨河沙
滩面积近 5 万平方米，是福州城区
面积最大的沙滩。沙滩总长度近
800 米，堤外设有围堰，和原先的金
沙飞舞景点无缝对接，打造成沙主
题乐园，是市区重要的儿童活动景
点。

为给福州市民提供“15 分钟健
身圈”
，
福州市城乡建总利用原先船
厂遗留下来的龙门吊、
轨道、
钢结构
等设施，还建设了福州公园最大的
户外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及多片篮
球场，
可满足市民健身需求。
这里还有福州最大的粉黛乱子
草区，
面积达 2.6 万平方米。记者看
到，粉黛乱子草好像大片粉色的云
雾，
热情迎接市民的到来。

据介绍，在三江口生态公园滨
江岸线上，福州市城乡建总打造了
12 处透绿节点，形成林景线、江景
线、山景线“三线合一”的生态透江
视廊，展现三江口滨江空间自然生
态之美。
从船厂旧址到滨海沙滩，从密
林簇拥到平坦草场……一条可骑
行、可慢跑、可漫步的绿道贯穿公
园。林荫道、观花道、闻香道、观草
道组成的“植物体验慢行体系”，和
骑行道、慢跑道、漫步道构成的“三
道慢行体系”
及公园海绵生态池，
展
现出
“画境、
意境、
生境”
相融合的诗
意公园。
三江口生态公园以
“福文化”
为
特色，
依照保生态、
通廊道、
显文化、
聚活力、创意境、塑网红理念，打造
出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船厂旧址、
滨
河沙滩、
福娃天地、
阳光草场等十大
网红打卡点。
（王光慧/文 林双伟/图）

“福州鱼丸”
品牌首家授权门店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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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内拟在全中国开设 1000 家

【福州晚报讯】 1 日上午，福州
市鱼丸协会首家授权门店——秋
官郎鱼丸（上下杭店）正式揭牌亮
相。据悉，该协会计划 3 年内在全
中国开 1000 家“福州鱼丸”品牌门
店，持续打响“中国鱼丸之都”品牌
和
“海上福州”
国际品牌。
记者在现场看到，秋官郎鱼丸
（上下杭店）门店横挂一个写着“福
州鱼丸”四个大字的招牌。招牌下
方是门店编号“FZYW0001”，门店
中间竖挂一块写着“福州市鱼丸协
会授权门店”的牌子，古色古香，充
满鱼丸元素。当天，福州市鱼丸协
会第二家授权门店——秋官郎鱼
丸（江南水都店）也进行了揭牌。
据福州市鱼丸协会秘书长、秋
官郎鱼丸负责人陈宜乾介绍，福州
鱼丸标准门店借鉴沙县小吃和兰
州拉面等模式，在门店统一标识、
鱼丸产品品质、销售模式三个方面
做了提升，致力发展“线上+线下”
的轻餐饮和连锁店，大力推进标准
化、规模化建设，加快福州鱼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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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鱼丸协会首家授权门店——秋官郎鱼丸（上下杭店）。
向千家万户。
“福州市鱼丸协会首家授权门
店揭牌的意义在于：加快了福州鱼
丸从家庭作坊走向连锁门店；可以
带动国庆期间消费，进一步打响福

州鱼丸名气。”福州市鱼丸协会会
长滕用庄介绍，
“ 未来三年，福州市
鱼丸协会将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打
造一千家‘福州鱼丸’品牌门店。”
(郑瑞洋/文 池远/图）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
46 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成
【福州晚报讯】 10 月 2 日 16 时
30 分，随着最后一台风机叶轮与机
舱对接成功，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的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 46 台
风机全部吊装完成，向着全容量并
网发电的目标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
位于海坛海峡中北部，总装机容量
近 300MW，共布置 46 台风电机组，
风机基础采用高桩承台基础形式。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向福建省提供清
洁电能约 11.3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
约标准煤 31.92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93.91 万吨。
目 前 ，该 项 目 已 并 网 风 机 21
台，全面进入设备调试及风机分步
并网阶段，以确保 11 月初实现全容
量并网。
（王光慧 文/图）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部分风机已并网。

在长乐猴屿乡，七大文旅项目一一
落地，打造特色文旅大餐；在晋安
鼓岭，农家果园纷纷进入丰收期，
采一筐水果，搭一顶帐篷，数尽夜
间繁星成为假日乘凉新方式。

逛公园古厝 短途出游成时尚

惠民活动多 带来出游新体验

牛岗山公园盛开的粉黛乱子草吸引游客驻足。陈暖/图

自驾游乡村 自由出行更舒心
2 日上午，
“ 清新驾期·乡游福
州——万人千车自驾游”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为广大自驾爱好者们带
去线路推荐与专业平台。

【福州晚报讯】 日前，
位于福州滨
海新城的福建省最大市级疾控中心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主
体结构封顶，
比原计划提前 3 个月。
据了解，福州市疾控中心配备有
中国国内领先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
实验室，填补了福州市高级别生物安
全实验室的空白。
据悉，福州市疾控中心计划建设
应急指挥中心，将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指挥中心落地滨海新城，与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共同打
造疫情防控救治点，有效实现“平战
结合”
，
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防线。
（徐文宇）

永泰 10 天建成
方舱临时隔离点
【福州晚报讯】 9 月 17 日进场施
工，9 月 27 日完工交付。240 小时昼
夜鏖战，占地 25 亩、建筑面积 3454 平
方米的方舱临时隔离点，在永泰城峰
镇石圳村拔地而起。
据了解，方舱临时隔离点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隔离点“三区两通道”、洁
污分流等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三区”
即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
“两通
道”即医务人员通道和隔离人员通
道。
隔离点设有 2 个隔离区域共 120
个房间，其中隔离用房 100 间，管理用
房 20 间。隔离用房按照“一人一间一
卫”标准建设，房内床铺、卫生间、衣
柜、桌椅、空调、热水器、电视、网络、
呼叫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 （林雅）

江阴港区两个泊位
扩能工程获批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广大福
州市民纷纷走出家门，领略秋日大
好风光，
感受榕城独特魅力。

街头文化艺术节活动，默剧、提琴、
民谣……各色街头艺人依次登场，
让市民在转角遇见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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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疾控中心项目
主体封顶

榕城风光好 假日出游忙
热气球上洒下欢声笑语，网红
花海迎来市民打卡……福州三江
口生态公园正式开园迎客，近 12 公
里的沿江绿带，宽阔的沙滩公园，
完备的配套设施，令市民游客纷纷
点赞。
西湖公园、
茶亭公园、
金山公园
……公园内，
市民们纷纷佩戴口罩，
有序入园，
休憩漫步，
赏景谈心。各
大公园更以国庆为主题，打造形态
各异的园林小品，
为国庆献礼。
历史文化街区颇受广大福州
市民青睐。古厝与名人故居内，亲
子家庭徜徉其中，寓教于乐，了解
名 人 历 史 ，品 味 闽 都 文 化 。 长 街
上 ，各 色 特 产 小 吃 也 迎 来 众 多 顾
客，
逛吃两不误。
“假期前两天，市区内 5 个主要
历史文化街区人流量达 23.67 万人
次。”福州古厝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假日期间，三坊七巷、上下杭、
朱紫坊等历史文化街区各自推出

（逢周三出版）

福州晚报与国际日报联办

【福州晚报讯】“丫好！新的公
园丫好！”自 9 月 30 日开园以来，长
约 6.25 公里、面积超 1000 亩、被称
为福州最美滨江景观带的三江口生
态公园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成为福
州最高人气的
“网红”
景点。
三江口生态公园是福州“两江
四岸”整体品质提升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位于福州仓山区城门镇，
介
于闽江至南江滨东大道之间，北起
魁浦大桥，南至清凉山，全长约 12
公里，总绿地面积 1893 亩。本次建
成开放的是魁浦大桥至三江口大桥
段，长约 6.25 公里，面积超 1000 亩，
被称为福州最美滨江景观带。
三江口生态公园是福州三江口
片区最重要的滨江景观带，东北望
鼓山，西南面城门山、清凉山，山水
格局宏大、
资源条件极佳，
和海峡国
际会展中心、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梁
厝村等共同形成福州城市迎宾景观
带，
是福州重要的城市窗口和名片。
三江口生态公园拥有多项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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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生态公园成新
“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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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驾出行渐渐受到
广大游客的喜爱。周边游、乡村游
的火爆，也进一步推动自驾游的发
展。”福州市旅游协会会长韩鸣介
绍。
自驾游的发展，也进一步点亮
福州近郊乡村游。近年来，福州乡
村游发展迅猛，各大金牌旅游村百
舸争流，各大特色业态百花齐放。

穿上汉服，拿上剧本，漫步古
厝，完成自己的独家任务……国庆
假期，由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推
出的坊巷实景剧本杀互动体验正
式落地小黄楼，新颖丰富的互动模
式，
“ 福州味”满满的名人故事，身
临其境的古厝传奇，令玩家们大呼
体验感十足，
“ 玩法刺激新奇，又了
解了名人古厝的故事，游玩、学习
两不误！
”
有趣的剧本杀，只是福州假期
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的一个缩
影。各大文旅景区纷纷推出文旅节
庆活动，迎接八方来宾。非遗闽剧
展演、
歌舞表演走上闽江游游船，
向
市民展现夜色下的盛世华章；在上
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 你好！福州”
2021 年福州旅游摄影展在福州市美
术馆正式开展，百幅精挑细选的摄
影作品让人耳目一新。 （阮冠达）

【福州晚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
福建省发改委正式批复核准福州港
江阴港区壁头作业区 6 号和 7 号泊位
扩能工程。
据了解，两个泊位扩能工程将原
批复的两个 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提升
至 20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可满足 1 艘
20 万吨级和 1 艘 1 万吨级集装箱船同
时靠泊，年设计通过能力由原来的 80
万标箱提升至 96 万标箱。 （王光慧）

24 小时便利店指数
福州排名中国第四
【福州晚报讯】 记者2日从福建省
批发零售行业协会获悉，
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日前发布今年
“中国城市便利店发
展指数”
，
福州多个指标排名靠前。
数据显示，24 小时便利店指数方
面，福州以 75.9%的比例排名中国第
四；在增长率指标上，福州以 3.57%的
增长率排名中国第六；在营商环境方
面，
福州得到
“较好”
的评价。（江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