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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荣膺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喜上加喜，
福清首次入选

今年重阳节，福建省盲人按摩协会按摩师在河南社区为老人按摩
（资料图）。
10 日，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
选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保留荣誉
称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出炉，福州市榜上有名，福清市首
次入选。至此，福州已经连续四届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国国内城
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也是
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多年来，福

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从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
方面全面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宜居福州建设，城区 99 条主干河道
和 37 条支流去浊还清，建成串珠公
园 925 个、城市生态休闲步道 1014
公里。
福州不断提升改造老旧小区、
连片旧屋区和小街巷，加快补齐教
育、养老、文化等民生短板。目前，
福州街道和重点乡镇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实现全覆盖、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超 80%、70 多个大
中型文化设施建成开放。
福州还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刷码就能取号办事，
“五险
一金”一窗办理，25 个事项实现“秒
批”。

载体“多点开花”
创建“百花齐放”

抓精神文明建设，核心是培育
文明素养。福州加快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目前已有福清、闽
共建共创共享
侯、晋安 3 个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
成果惠及百姓
中心试点县（市）区，10 个乡镇（街
生态宜居城市，是每个人的向 道）和 10 个村居（社区）成为市级新
往。近年来，福州深化生态福州、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目前，福州有近 2000 个道德讲
堂、百姓讲堂、文化讲堂，年受众数
十万人次；
建成 23 个市级家风家训
乡贤文化馆、149 个乡村学校少年
宫等文明主题设施。
福州还积极打造网络宣传阵
地，以实践载体的“多点开花”，实
现文明创建活动的“百花齐放”。

邓家骅故居修缮有望月底完成初步验收

【福州晚报讯】 记者 11 日获
悉，
邓拓祖居和邓家骅故居两座迁
建保护修复的古厝已经基本修缮
完毕，其中邓拓祖居已通过验收，
邓家骅故居修缮施工进入收尾阶
段，
有望在月底完成初步验收。两
座古厝移交给晋安区管理后，
有关
部门将努力把古厝活化利用起来。
东泰禾广场斜对面就是迁建保
护修复的邓拓祖居和邓家骅故居，
均为区级文物登记点。紧邻的两座
古厝都有着别致的封火墙，
在周边
现代建筑映衬下，
两座古厝看上去
格外显眼。
靠南侧的一座古厝是清末民
初著名海军将领邓家骅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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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后的邓家骅故居 、
邓拓祖居（自右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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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品牌
提升城市品质

11 月 6 日，福州市民迎来专属
新节日——首届福州市全民光盘
节。这是福州推动“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创新
志愿服务专业
举措。福州成立了“光盘行动劝导
擦亮文明底色
队”，启动文明餐厅、文明食堂评
志愿者是创建文明城市的生 选，
还推出光盘打卡行动。
力军。近年来，福州积极探索志愿
福州读书月活动持续开展 15
者队伍建设新途径、服务活动新模 年，累计举办读书活动 700 多项，参
式，汇聚全社会力量，唱响文明“大 与人数超过 800 万人次，已成为目
合唱”。
前福建省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
福州还在培育专业志愿服务 最长的社会文化活动。
组织上下足功夫。2018 年，首个以
“爱心茶摊送清凉”活动连续
志愿服务为主题的培训基地在闽 举办 7 年。今年，街头设立了超过
江学院成立。去年 9 月，福州启动 450 个爱心茶摊，首次覆盖福州市
了志愿服务创新项目大赛，20 个志 12 个县（市）区，各项数据皆为历届
愿服务项目获得立项支持。
之最。
“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大
志愿服务擦亮了“文明福州” 力倡导文明过节风尚。文明活动
底色。目前，福州实名注册志愿者 丰富多彩，
文明种子广泛播撒。
超过了 140 万，注册志愿服务团体
（马丽清/文 陈暖/图）

邓拓祖居完成迁建保护
迎接第
届
世界遗产大会

有 2.3 万个，注册志愿者人均志愿
服务时长超过 20 小时。

福清江阴打造
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专区
【福州晚报讯】 记者 11 日获
悉，
福清市近日将出台《打造世界
一流的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专区的
行动方案》，
提出通过做大七大产
业链，
实施七大专项行动，
将江阴
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千亿级化工
新材料专区。
根据《行动方案》，七大产业
链分别以万华化学集团为龙头，
实施东、西部化工区的项目建设，
打造国际一流的聚氨酯产业链；
以中景石化科技园为依托，实现
丙烯全产业链贯通，
做大丙烯、聚
丙烯产业；以缘泰石油乙烷裂解
制乙烯项目为龙头，带动乙烯中
下游产业链项目集聚；推动科麟
环保、正太新材料等项目建设，
形
成环氧树脂、珠光原材料两个优
势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加快友谊
新材料科技园项目建设，打造中
国国内最大的胶粘带研发及生产

中心，成为全球最多样性且规模
最大的胶粘带生产基地；以生物
医药产业超百亿为目标，推动福
抗药业、丽珠福兴、海欣药业等项
目通过技改，
实现产品升级、产业
提升；
推动天辰耀隆、宝利特等项
目建设，进一步促进产业链向高
端化、高附加值发展。
同时，
江阴港城经济区为完成
2025 年化工新材料产值突破 1000
亿元的目标，
计划培育 1 家千亿企
业，
3家超百亿企业，
还谋划实施了
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
绿色园区、
循
环化园区、
标准化园区、
智慧园区、
安全综合治理提升等七大专项行
动，
推进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江阴港城经济区是
福建省石化布局的化工新材料专
区，以发展化工原料多元化和新
材料为主，以非炼化一体化的化
工产业为特色。
（钱嘉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