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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灯光将升级 榕城越来越美丽
打造
“一江两河三线多片区”美景 力争年内完成 404 个项目

“刷脸”
丢垃圾 自动算积分
两台智能回收设备在马尾、
仓山试用

鳌峰洲大桥附近的夜景。

【福州晚报讯】 福州的夜
景灯光将更加璀璨夺目。记
者 2 日从市城乡建设局获悉，
今年以来，福州开展了城区夜
景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将扩展
完 善 形 成“ 一 江（闽 江）两 河
（晋安河、白马河）三线（八一
七路、五一五四路、华林路沿
线）多片区（西湖左海公园、五
一广场、奥体片区以及万宝商
圈等）”夜景基础框架，并将三
坊七巷、上下杭、朱紫坊历史
文化街区和烟台山历史风貌
区同步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全
面提升城区的夜景灯光。记
者了解到，此次共生成 404 个
项目。按照计划，整体项目有
望在年底前完成。

目 8 个，主要在西湖水闸至乌
山立交桥沿线 4 公里区域增设
照明系统。

“三线”
“多片区”
点亮城市轮廓
镇海楼位于屏山之巅，是
福州著名的景点，夜晚的镇海
楼灯火通明，是人们饭后散步
休闲的好地方。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城区夜景灯
光项目中，镇海楼片区是建设
的重中之重。片区内亮灯建

筑物包括省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屏东城、宜发大厦等，所涉
及的路段，涵盖了五四路、杨
桥西路、五四北路、华林路、华
屏 路 、冶 山 路 、湖 东 路 、北 大
路、湖滨路、铜盘路等。
此外，西湖左海二期工程
将新增夜景灯光项目 8 个。
“作
为重点，左海公园沿湖岸线长
度约 3 公里步道将新建夜景灯
光系统，通过对岸线树木进行
投光投影，更好地呈现左海公
园的轮廓。
”
市城乡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说。
（张旭/文 陈暖/图）

居民参与度高
全面落实
“四定”
投放
这个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受表扬

“一江”
“两河”
提升夜景灯光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闽江沿线共
有 100 个夜景灯光项目。根据
清单要求，国庆节前，解放大
桥、闽江大桥要配合闽江两岸
树木染色动态变化，提升夜景
灯光。闽江大桥到解放大桥
之间长度约 2 公里的南北岸树
木（含中洲岛树木）、码头广场
灯柱及堤岸构筑物等，需进行
灯光染色变化。
晋安河、白马河沿线新建
夜景灯光项目 10 个。其中，晋
安河沿线将在温泉公园码头
加强基础性灯光，增设趣味性
灯光；东门乐游区域则在晋安
河西侧沿岸长约 420 米的景观
绿 化 带 内 新 建 投 光 、投 影 设
施，当游船经过时，通过投影
方式展现诗词、百鸟等图像。
白马河沿线新建夜景灯光项

【福州晚报讯】 扔可回收垃圾前，
先
输入手机号，
然后
“刷脸”
，
系统识别后会
自动打开分类投放口，
并根据所投垃圾
记录积分。这款人脸识别智能回收设
备已在马尾区泊悦府小区投入使用。
泊悦府小区是马尾区 13 个生活垃
圾分类精品示范小区之一。4 日，记者
在现场看到，
人脸识别智能回收设备中
间是一块显示屏，
显示屏上有一块手机
号输入区以及金属、塑料、纸类、玻璃 4
设备维护员演示
“刷脸”
投放垃圾。
个触屏按键，
分别对应4个分类垃圾桶。
，
相应的投放口即刻打开。维护
“这款设备专门用于投放可回收垃 “塑料”
设备自动称重后
圾，
在使用前要先进行人像信息采集。
” 员将空油桶投入其中，
福建广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运维 在屏幕上显示重量，并将积分计入账
积分可用于兑换礼品。
部经理戴靖戎介绍，
此前他们使用的智 户，
“除了人脸识别外，这款设备还支
能分类垃圾箱需要先刷卡才能投放垃
刷智能卡等开箱方式。未
圾，
但不少居民觉得丢垃圾要特地带上 持指纹识别、
智能卡不方便，
因此今年初他们在设备 注册用户还能通过输入手机号开箱投
”
戴靖戎说，
人脸识别智能回收设备
中新增了人脸识别模块，并于 5 月入驻 放。
已在泊悦府小区和仓山区太平洋城小
泊悦府小区。
他们还在对设备进行升
现场的设备维护员向记者演示了 区试用。目前，
今后居民可直接
“刷脸”
无需输入手
一番。维护员在显示屏上输入已注册 级，
机号来开箱。
的手机号，
而后将脸对准设备的人脸识
（马丽清/文 许琳晶/图）
别摄像头，识别成功后点击屏幕上的

台江金融街附近的夜景。

从鼓山大桥上拍摄到的夜景。

【福州晚报讯】 在福州市召开的城
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视频会上，
有
两个小区因垃圾分类工作做得出色受到
表扬，
晋安区的亿力秀山小区便是其中
之一。
亿力秀山小区位于晋安区新店镇
满洋路，
小区有27栋楼、
646户居民。在
新秀社区、
辖区城管、
小区物业等共同努
力下，亿力秀山小区前期开展了 6 场集
中宣传、
3 轮入户宣传，
有效提升了居民
垃圾分类的参与度，
当前小区内垃圾分
类屋已建成，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95%以上、正确率达 60%，全面落实“四
定”
投放。
亿力秀山小区垃圾分类屋建在小
区中心位置。4 日中午，记者来到现场
时，
已过了上午时段的垃圾集中投放时
间。垃圾分类屋大门上锁，
外面空地上
摆放着多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展
板，
垃圾分类屋墙体处悬挂着一块写有
垃圾集中投放时间的牌子，
明确开放时
间 为 6:00～9:00 和 18:00～21:00。 此
外，
垃圾分类屋的外面还设有一块写着
“每日清运量”
的白板，
上面记录不同时
段的垃圾投放量。
“过了垃圾集中投放时间，垃圾分

亿力秀山小区垃圾分类屋外，
摆放
着垃圾分类宣传展板。
类屋就关闭，
收集到的垃圾也会及时装
车清运走。”新秀社区书记阮瑶告诉记
者，该小区此前有 30 多个分类垃圾桶，
方便居民就近投放。8 月 14 日，
垃圾分
类屋投入使用后，
30 多个垃圾桶全部撤
掉，
改为定点定时投放。一开始，
有的居
民不适应，
将垃圾直接丢在原来的投放
点，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轮番努力，
这些现
象有所好转。
“小区居民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
工作就好开展。
”
新秀社区主任张锦鸿告
诉记者，
经过前期的多番动员宣传，
居民
扔垃圾时都能主动先分好类，
定时到垃
圾分类屋投放。 (林春长/文 陈暖/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