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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9日
（逢周三出版）首届中国-东盟网红大会在榕举行

中外网红聚焦“福地福企福品”

福州三个项目获詹天佑奖
【福州晚报讯】日前，被业内称

为中国建筑界“奥斯卡奖”的第十九
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传来好消
息，福州3个项目获得这一重量级大
奖。在全部42项土木工程领域杰出
代表性工程中，数量仅次于北京。

福州市荣膺大奖的3个项目分
别是城市森林步道、海峡文化艺术
中心、新建向莆铁路青云山隧道。

（李锦清）

福州启动“百万人”健步行
【福州晚报讯】 15日上午，飞凤

山奥体公园内，人头攒动、彩旗飘
扬，2022年福州市“百万人”健步行
启动仪式暨“红红火火过大年”第十
七届万人健步行活动在这里热闹开
场。当日，福州市各地万名群众以
健步走的方式迎接北京冬奥会、恭
贺新年。据介绍，“红红火火过大
年”万人健步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
举办了16届，是每年春节前的固定
节目，已成为福州市全民健身品牌
项目之一。 （王光慧）

5.5亿元！
福州又发消费券

【福州晚报讯】 1月15日至2月
28 日，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营造春节期间促消费浓厚氛围，
持续打造“惠聚榕城”促消费活动品
牌，福州市出炉了“惠聚榕城·乐购
有福”暨“福虎网上年货节”新春促
消费活动。

活动期间，福州市重点商圈、重
点商贸企业、银企，将在符合安全生
产及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开展线
下促消费活动1000场（次）以上，发
放各类消费（优惠）券 3500 万张以
上，金额5.5亿元以上。 （江海）

福娃送福 舟游鼓楼
【福州晚报讯】盈盈绿道、悠悠

行船、萌萌福娃……作为鼓楼区“福
山福道福水福文化”新春系列活动
之一，12 日在福州白马河公园举
办。

伴随着韵律十足的方言童谣，
一艘福船驶出勺园游船码头，“福
娃”们手捧福橘和“福”字，向市民朋
友送上祝福。福州方言承乡情，琵
琶弹奏扣心弦，手提灯笼祝红火，书
法写福传万家……福州是中国唯一
以“福”字命名的省会城市，自古就
有崇福、尚福、盼福、惜福的传统。

（谢薇）

连江“长寿之乡”
有了康养项目

【福州晚报讯】浦口镇是连江
有名的“长寿之乡”，不少人家里五
代同堂或六代同堂。11日，福寿康
康养项目在浦口镇开工。

该项目兼具日间照料与全托服
务功能，提供生活服务、康复护理服
务、托养服务、家庭支持服务、社会
工作和心理疏导服务、康复辅助器
具租赁服务等六项服务，能满足未
来高龄、失能失智、半失能、空巢及
患病老人的多重疾病管理及生活照
料需求。 （郑瑞洋）

【福州晚报讯】 1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西北
生态资源研究院党委书记冯起，中
国工程院一局局长徐进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专家考察团到福州长乐
开展考察活动。

考察团一行调研考察了东湖湿
地、闽江河口湿地、滨海新城规划展
示馆及数字会展中心。考察团认真
听取相关负责人所作的具体情况介
绍，并就进一步提升湿地保护和管
理水平提出针对性意见。随后，考
察团一行在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对长乐区湿地保
护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与会专家、学者还积极磋商东
南沿海湿地生态研究中心（院）组
建事宜，并指导下一步工作部署和
科研方向。

据介绍，闽江河口湿地位于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地
处东南沿海，气候温和湿润，区域

特色鲜明，生物多样性丰富，是候
鸟越冬停歇的理想驿站。

闽江河口湿地鸟种类型丰富，
包括古北种、东洋种和广布种，每
年超过200种鸟类在此越冬、停歇、
繁殖，以古北种为主，多为冬候
鸟。近年，东方白鹳、白鹤、白头
鹤、长嘴鹬等不少罕见种类频繁来
访。2021年11月30日，白鹤到访，
打破“0 鹤”的记录。2021 年 12 月
16日，“稀客”东方白鹳8只来访。

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湿地相
比，面积不大，但栖息地类型多样，
满足各类鸟种的需求。为了进一
步保护与恢复湿地生态功能，闽江
河口湿地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与修
复工作，湿地治理互花米草 4590
亩、乡土植被恢复 2467 亩、退养还
湿 2923 亩、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
实现监控系统全面覆盖，完善界桩
界碑、警示牌、告示牌设置，完善巡
护管护制度。 （徐文宇 文/图）

【福州晚报讯】 11日至13日，
首届中国-东盟网红大会暨“福建
品牌海丝行”活动在福州举行。

3 天时间里，东盟国家驻华外
交官，媒体代表、中国网红使者及
东盟网红代表，通过“线下走访+线
上互动+社交媒体矩阵助推”方式，
实地走访永荣控股集团、海狮数智
中心以及福州软件园，了解新兴数
字产业发展和前沿数字技术创新
应用，体验特色闽文化，围绕中国-
东盟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开展等
话题，进行层次丰富的深度对话和
走访交流。

本次大会设“东盟国家使节、
网红使者福建行”“创新闽菜推介
品鉴会”及“中国-东盟网红大会”
三个环节，讲好中国、福建故事，全
面宣传推介福建、推广闽货品牌，
推动创建国际网红基地、中国网红
基地以及网货选品中心等平台，进
一步助力“闽货卖全球，全球买闽
货”。

2022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31周年。“大会的主题是‘山海
和福，风好正扬帆’，这与中国和东
盟之间友好交流的主题相符合，也
是双方在文化、经贸等领域日益加
强合作的体现。”13日上午，印度尼
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这样告诉记
者。

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起点，与东盟国家的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本次活动中，驻
华外交官、媒体代表及中外网红走
进三坊七巷海丝文化馆，再叙福建
与东盟国家海丝情谊；品尝闽都风
味，亲自体验名特小吃制作，充分
感受闽文化的开放包容和特色活
力，感受福建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深
厚与渊源。

首届中国-东盟网红大会的举
办，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各国民
心相通，助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
合作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务
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福
建品牌海丝行’。”主办方表示，通
过本次活动，网红“福地”（福建福
州）、网红“福企”（福建知名企业）、

网红“福品”（福茶、福酒、闽菜、闽
品）得以全面展示，将进一步服务
构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江海）

【福州晚报讯】由中共福州市
委宣传部、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
会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2022世界福州十邑春节联欢晚会
（下称“2022十邑春晚”）11日至13
日在福州录制。

2022 十邑春晚选择歌舞《虎
虎生威福满门》开场。歌舞中融
合了福州仓山区陈靖姑信俗《十
二婆姐送平安》、马尾琅岐肩头戏
等非遗民俗表演。

旅游短剧《青春的眼睛看福
州》紧随其后。该剧从两名即将
毕业的福州大学生的视角，领略
魅力福州。剧中，福山郊野公园、
烟台山……这些福州网红打卡地
一一亮相。

本次晚会在突出福州地域特
色方面下足了功夫，闽剧、曲艺等
悉数登场。

最具高科技元素的节目是舞

蹈《脱胎漆韵》。它采用 XR 技术
（扩展现实），将虚拟场景和现实
舞台相结合，呈现出梦幻般的视
觉效果。这是传统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现代高科技虚拟技术相结合
的一次创新尝试。

节目录制期间，部分世界福
州十邑同乡总会的侨领会来到现
场，远在异国他乡的福州乡亲代
表也会通过视频为家乡父老送上
虎年的新春祝福。

为了充分体现福州十邑不同
的地域特色，2022 十邑春晚今年
在屏南和罗源设置分会场，向世
人展示屏南以及“畲家”独有的传
统年味。

据介绍，2022 十邑春晚将于
除夕当晚在福州广播电视台生活
频道首播，众多网络平台当晚也
会进行视频播放。

（顾伟）

领导、嘉宾“走福道、寄福卡”，完成”福到仪式“。

闽剧串烧《虎跃春意》。张旭阳/图

2022世界福州
十邑春晚开录

将于除夕当晚首播

【福州晚报讯】海洋的“一缕
好空气”也能卖钱！1月11日，中
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成果在
福州连江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在
该领域实现零的突破，将助力实
现“碳中和”。

当天上午，连江海带企业福
建亿达食品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签订了 1.5 万吨海洋渔
业碳汇交易合同，交易额 12 万

元。该试点项目由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所出具核查报告，系
中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这
也是“海上福州”建设的新亮点和
新成果。

什么是渔业碳汇呢？“海洋与
森林一样，是储存碳的一座大宝
库。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
吸收水体中的二氧化碳，降低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进而减缓

水体酸度和气候变暖的过程，就
是渔业碳汇。”自然资源部第三海
洋研究所研究员颜金培说，该项
目成功交易，为实现海水养殖碳
汇价值的市场化提供了示范路
径，对助力“碳中和”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我们第一次拿到渔业碳汇
的‘绿色收入’！”福建亿达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邱碧香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公司养殖了 3000 亩海
带，每年可形成3万吨的渔业碳汇
量，交易后至少可获数十万元收
入，就像有了个‘绿色银行’。”

“连江水产品总量连续 30 多
年位居中国县级第二、全省第一，
是中国海带之乡、中国鲍鱼之乡，
碳汇渔业大有可为！”连江县副县
长刘江远也给记者算了“三笔
账”。

首先是“经济账”——让海水
中的二氧化碳换来真金白银。连
江海带、鲍鱼等大型藻类和贝类
养殖总量近70万吨，约占全县水
产养殖总量的90%，每年可交易碳
汇量的经济价值最高可达 9.6 亿
元。简单来讲，连江这片“海的空
气”每年价值近10亿元。

然后是“生态账”和“社会
账”——让碧海银滩变成金山银
山。“碳汇渔业可以改善海洋生
态，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让渔民
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

据介绍，下一步，连江将加快
提高碳汇渔业技术支撑能力，做
大碳汇渔业发展空间、畅通渔业
碳汇市场化交易机制，为中国大
范围、大规模交易积累试点经验。

（郑瑞洋/文 杨柳州/图）

闽江河口湿地
迎来“院士团”

谋建东南沿海湿地生态研究机构

闽江河口湿地。

这片“海的空气”每年约值10亿
连江完成中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

连江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