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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晚报讯】福州市2022年
为民办实事项目获福州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共 20 大项 73 件，涵盖教育、养
老、卫生、文化、体育、“三农”、市政
道路、城市公交、老旧小区改造、环
境提升等民生主要领域。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公办幼儿园新建 5 所、改扩建

28所，新增学位12000个；中小学新
建 7 所、改扩建 10 所，新增学位
18000 个；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扩
面提质工作，在“e福州”App上线福
州市课后服务平台。

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点

15个；建设农村示范性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4个；建设长者食堂70个。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建成福州市一医院外科病房

楼、福州市疾控中心（新址）、肺科医
院隔离院区及负压楼改造提升项
目、福州市皮肤病院医技附属楼项
目，完成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分院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新增滨海新城
综合医院二期床位700张。开展护

“苗”行动，保证疫苗质量安全，对福
州市所有疾控中心、疫苗接种点开
展疫苗质量检查。

加快体育事业发展
建设智慧体育公园 4 个；利用

“金边银边”，更新、新建健身路径
300条；推动体育设施进公园、进社
区、进乡村，新建、提升改造篮球场、
网球场、足球场等球类场地 38 个；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项目 30 项次、
300 场以上；新建和改造游泳池 11
个。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完成福州市少儿图书馆新馆项
目主体工程建设；完成福州市群众
艺术馆新馆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开
展文化惠民“七进”“非遗地方剧种
公益性演出”“周周有戏公益性低票
价演出”等惠民活动200场；开展文
化、艺术等公益讲座、培训 100 场；
实施福州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文化
惠民工程，赴农村放映电影 1644
场，新片上线率50%以上；实施福州
市大众电影院免费电影文化惠民项
目，放映电影 469 场；展示闽都文
化，拍摄非遗短视频20部；开辟“两
江四岸”核心段文化旅游“三点对
渡”航线。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高素质农民 1 万人次；开

展职工“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行动、
福州工匠学院“二元制”学历提升计
划，为 2000 名以上的劳模、职工学
员发放助学金1000元/人/学年；完
成福州第二技师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主体结构工程建设。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开展福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确定护理服务机构 60 家以上，
护理服务人员 600 人以上，满足失
能人员护理需求；完成渔工保险 1
万名，渔船保险900艘；开展福州市
职工温暖工程梯度送温暖项目，防
止职工返困返贫，服务职工 3 万人
（次）以上。

治理餐桌污染
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

工程，完成农产品监测样本8200批
次以上，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3700
例，市本级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督
抽检6000批次以上；储备活体生猪
10.8万头。

提升供排水保障水平
实施高品质饮用水项目，建成

飞凤山水厂二期及深度处理工程，
市政管道新建改造35公里，冲洗维
护管道 150 公里，改造二次供水设
施 20000 户；新建、改造、修复市政
生活污水管网70公里、市政雨水管
网60公里。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1 万套；

改造老旧住宅小区 100 个；建成福
州滨海新城安置房六期项目和滨海
新城租赁房二期、三期项目。

实施交通便民工程
新建改造公交站台 100 座，建

成公交首末站 2 个，新增优化公交
线路30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2400
个，新增道路停车泊位 3000 个，完
成 30 条市管道路的路面平整度提
升，建成工业路（上浦路—杨桥路）
节点改造工程，建成福建师范大学
协和学院东侧学府南路机动车下穿
地道工程。

加强环卫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红庙岭园区综合管理服务

中心，作为环保宣教基地向市民开
放。

加快公共应急能力建设
建成榕发滨海应急仓储基地。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归集电子证照数据2600万条，

在“e福州”App增加“电子证照社会
公示”“电子亮证、扫码核验”“授权
用证”等功能。

加强古厝保护利用
完成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保护修复工程 30 个；完成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活化利用示范项
目10个；完成文物建筑修缮工程30

个；完成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示范项
目10个。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3 万亩；实

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改造提升管网500公里，受益人
口15万人；进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90个村；新培育乡村振兴中高级版
试点村60个；新增乡镇公益性公墓
9个，农村公益性骨灰楼5个。

提高公路保障能力
建成农村公路 100 公里，完成

隐患路段整治46处，提升改造桥梁
6座。

加强环境整治提升
完成福州市“两江四岸”核心段

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实施海漂垃圾
综合治理项目，海漂垃圾密度同比
减少 10%，重点岸段垃圾分布密度
低于300㎡/km。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完成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

（一闸三线）工程（福州段）建设，新
增年引水量8.7亿立方米；综合治理
河道14公里。

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完成 47 个老旧小区供配电设

施升级改造，深化居民智能用电服
务；安装智能电表 73 万只；改造电
力自助营业厅5个；累计建成“零计
划停电示范区”11 个，惠及用户 63
万户；加快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新建充电桩 600 个、充电站 30
座；实现车联网平台累计接入充电
桩6400个；实施农配网巩固提升工
程。建成高压配电工程 14 项；新
建、改造农村配电网台区500个；全
市供电可靠率提升至 99.984%，其
中农村地区提升至99.98%。（李晖）

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1万套、中小学学位1.8万个……

今年福州为民办实事项目20项73件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新馆开馆

【福州晚报讯】 船政申遗又
添新地标！3 日，中国船政文化博
物馆新馆正式开馆，标志着马尾在
船政文化城建设中又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是中国
首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新馆
位于船政文化城船厂旧址片区综
合仓库。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负责人
王芳说，新馆位于船政天后宫—总
理船政衙门—造船厂片区—闽江
这一船政文化主轴线，寓意历史与
当代“对话”。

新馆以“爱国、科学、创新、图
强”的船政精神为展示核心，内部
展陈设计分为 3 层，展厅面积约
4450平方米。其中，一楼为大型主
题浮雕、临展厅和公共服务大厅；
二楼、三楼从千年变局、船政诞生、
船政教育、船政制造、船政海军和
船政文化等六个方面，全面介绍船

政的历史和文化。
和旧馆相比，新馆的气势更加

雄伟、设施更加完善、功能更加齐
全、展览主题更加鲜明。新馆运用
漆画、艺术雕塑、场景复原、沙盘、
模型、声光电等多样化的展示手
段，让船政文化“活”起来。

除了硬件提升，新馆在软件
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马尾区邀
请专家学者对新馆的展陈方案进
行多次论证，并将最新的学术研究
成果，新的船政文物、史料等及时
融入新馆的展陈中。比如，首次公
开展示船政洋员正监督日意格在
法国海军部时的履历档案，展示从
台北故宫博物院找到的沈葆桢历
史画像资料、从台湾找到的关于邓
世昌生平的珍贵档案等。

1866 年，船政在马尾诞生，创
下中国历史上诸多第一：建立中国
近代第一家上规模的造船厂；建造
了中国第一艘铁壳轮船；培育了中

国最早的海军部队；制造了中国第
一架水上双翼甲型教练机；船政学

堂是洋务运动最早的海军学院等
等。 （马丽清/文 林双伟/图）

新馆运用多种展示手段，让船政文化“活”起来。

多种展陈手段让游客“穿越时空”

【福州晚报讯】华灯初上，霓虹
万里。1日晚，福文化灯光秀视频在
福州播放。位于台江区的海峡金融
商务区10多栋楼宇呈现热烈的“中
国红”，让人沉浸在喜庆的海洋中。

当晚，海峡金融商务区10多栋
楼宇流光溢彩，不同字体的“福”字
灯光秀在夜幕下滚动播出。闽江在
璀璨的灯光映衬下，像极了指挥家
与乐团，演奏起气势磅礴的华彩乐
章，市民纷纷驻足拍照。

（林春长）

【福州晚报讯】元旦当天，2022
年“福寿迎春”福州金鱼展，在三坊
七巷南后街风雨廊举行。

活动展出奶牛花兰寿、红白兰
寿、五花兰寿、水墨寿、紫兰寿、黑兰
寿等“福寿”金鱼品种。“福寿”是福
州的特色金鱼品种，因品质好、色彩
丰富、体态雄壮，有“金鱼之王”的美
誉。 （郑瑞洋）

“金鱼之王”亮相南后街

【福州晚报讯】 新年第一天，
福州内河游船旅游开启新篇章。福
州新年内河游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在黎明湖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

“有福之‘舟’，‘船’递幸福”为主题，
由市文旅局和福州水务集团共同主
办。白马河-东西河航线、流花溪
航线开通迎客，进入试运营期，市民
迎来了崭新的“水上会客厅”。

据了解，围绕做大“兴水”文章，
打造高品质山水城市，福州推出新
举措，由福州水务集团成立福州市
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专营统筹

挖掘内河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打响
内河特色旅游品牌。此次两条新航
线的开通，标志着福州市的内河旅
游资源开发进入全新阶段。

桥头喜乐连连、廊上古筝齐奏、
亭中闽剧高唱、岸边评话响起……1
日11时30分，游船从东西河的黎明
湖码头出发时，沿河岸上正进行精
彩演出。游船中的文化元素也少不
了，闽剧及身着汉报的演员站立船
头向岸上观众致意。

游船航线途经的东西河和白马
河，文化底蕴深厚。东西河位于城

区中部，曾为城区的主通航河道，至
今留有洗马桥等遗迹；白马河见证
了福州古城的水上商贸繁华，闽都
文化为这条千年河道添韵。一路
上，乘客看福州市级保护文物西水
关水闸，遇桂芳桥、芳华剧院和芍园
一号，听白马三郎的传说，沉醉在闽
都风情里。

1 日，流花溪内河游船航线也
开通了。与白马河-东西河航线需
要专业船工驾驶游船不同，流花溪
航线让游客体验自驾游河的乐趣。

福州水务集团介绍，此次在流

花溪航线共采购了 10 艘富有古典
特色的乌篷船和 10 艘现代卡通形
象的汽车船，均为家庭式自驾游船。

据了解，按照“水要连、船能通，
有故事可讲、有景可看”的规划目
标，福州内河旅游和水上交通（一
期）项目建设已全面展开，初步策划
生成9条旅游线路。随着白马河-
东西河航线、流花溪航线两条新航
线的开通，再加上原有的晋安河游
船航线升级，福州目前已形成 3 条
游船航线。

（李锦清）

福州新开通两条内河游船航线“水上会客厅”展现闽都风情

有福之有福之““舟舟””“船”递幸福

福文化灯光秀举行

【福州晚报讯】 1 月 1 日 22
时35分38秒，中国自主三代核电
华龙一号迎来新年“开门红”：中
核集团福清核电6号机组首次并
网成功，开始向电网送出第一度
电，成为全球第三台、中国第二台
华龙一号并网发电机组，这同时
也意味着福清核电的6台机组全
部实现并网发电。

福清核电站位于福清市三山
镇前薛村，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
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实行一次

规划、连续建设，总投资近千亿元
人民币；1-4 号机组采用二代改
进型成熟核电技术，5-6 号机组
是华龙一号示范工程。

福清核电6号机组2015年12
月22日动工，2021年11月6日开
始装料，2022年1月1日晚上首次
并网成功后，经现场确认，各项技
术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机组状
态良好，为后续正式投入商业运
行奠定坚实基础。

（王光慧/文 福清核电供图）

中国第二台华龙一号迎来新年“开门红”

福清核电6台机组
全部并网发电

福清核电机组。

【福州晚报讯】 2021年12月28
日上午，2022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正
式在榕启动。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中国创新
大赛由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主
办，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取得良好成
效。

据悉，2022数字中国创新大赛
设置数字党建、数字城市设计、大数
据、数字医疗、数字低碳、鲲鹏、区块
链、网络安全、电竞+、青少年AI机
器人共10条赛道。 （江海）

【福州晚报讯】 2021年12月30
日下午，福建省深海养殖装备租赁
试点首台（套）——“闽投1号”在连
江开工建造，标志着福建省深海装
备养殖进入新阶段，迈向建设“海上
牧场”的新征程。

据悉，作为中国最大、配套设备
最先进的深海养殖平台，“闽投 1
号”配置自动化投喂设备、机械化起
捕设备、网衣清洗设备、养殖鱼类与
环境监测设备等，预计可实现鱼类
年产量600吨，经济价值近亿元，并
配备了海景客房等旅游功能仓室，
为海上文旅、生态养殖、深海装备租
赁等提供基础设施。 （赵铮艳）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启动

“闽投1号”开工建造

【福州晚报讯】 2021年12月30
日上午，福州农垦五里亭茶叶市场
海峡茶都广场茶香四溢。福州茉莉
花茶茶王首场品鉴会在此举行，13
家企业分别携自家的茶王和金奖茉
莉花茶亮相现场，为各界茶人搭建
一个品鉴、交流学习的平台。

（陈木易）

茉莉花茶茶王
品鉴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