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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绘到底

福州这样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五、改革攻坚专项行动
行动目标：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
突破，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得到新提升。
“ 放管服”改革持
续深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加快形成，营商环境评价排名稳
步提升。多区叠加优势全面凸显，海
丝战略支点城市作用充分发挥，形成
东南沿海国际门户。榕台各领域融合
持续深化，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
家园先行城市。

重点任务：
（1）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坚持“市
场主体满意”和“营商评价提升”双导
向，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建设
数字政府，完善“云代办”
“打包办”
“一
网通办”
“全城通办”服务，推行登记业
务“秒批”制、企业开办“小时”制，2021
年底前，实现即办件比例 50%以上、开
办企业办理时限压缩到 5 个工作小时
以内、全年办税时间压减到 90 个小时
以内，力争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进入
全球前 20 位，保持城市信用综合排名
位居中国前列。
（2）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
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面开展福州
市属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
集中。
（3）加快海丝核心区建设。以“海
丝”战略引领“多区叠加”，深入实施丝
路海运、数字海丝、中国—印尼“两国
双园”等重点工程，围绕打造海丝门户
枢纽、加强国际产业合作、开拓海丝市
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等 7 条路
径，全面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
区交流合作。积极推动自贸试验区福
州片区扩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2021 年 推 出“ 首 创 性 ”举 措 30 项 以
上。持续办好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
海丝博览会、丝路国际电影节、海丝国
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申办世界航海
装备大会。加强对 RCEP 成员国政策、
规则、标准的研究运用，指导企业着力
开拓东盟、日韩等重要市场。着力引
进氢能源、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
等领域的国际龙头企业。
（4）建成台胞台企第一家园先行
城市。

六、区域协同专项行动
行动目标：
坚持城乡融合、山海联动，推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区
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高水平建设福
州都市圈，打造 1 小时通勤圈。加快实
施老城更新提升和滨海新城、三江口

片区开发建设，提升省会发展能级，争
创国家中心城市。

重点任务：
（1）加快新区新城建设。
（2）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3）市域空间布局优化。
（4）城市更新提升。
（5）三江口开发建设。
（6）闽东北协同发展。

七、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行动目标：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任务加
快推进，城乡环境质量总体保持优良，
各项指标保持中国省会城市前列，国
家生态市、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成果进一步巩固提升。

重点任务：
（1）推进河湖水系综合治理。
（2）推进垃圾分类管理。
（3）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4）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
（5）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八、温暖榕城专项行动
行动目标：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社
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备。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巩固提升，打响闽都文化品牌，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重点任务：
（1）打造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2）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3）强化养老服务保障。
（4）建设健康福州。
（5）提高居民收入。
（6）强化社会保障。

奥尔登，
有亲和力的英语外教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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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登大学
毕 业 后 ，就 离 开
故乡加拿大来福
州 工 作 ，用 了 6
年 时 间 ，成 长 为
福州约克外语培
训学校英语外教
总 监 ，将 事 业 之
根牢牢扎在福
州。

从外教新手到外教总监

奥尔登：
事业家庭都扎根福州
看中职业规划
奥尔登今年31岁，
毕业于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汤普
森河大学，
拥有经济学和政治
学学士学位。在福州约克外语
培训学校工作的6年里，
他从一
个新人，
成长为管理着有100多
人团队的英语外教总监。
“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我
在外语专业教师社群全球网
站上看到了福州约克外语培
训学校的招聘信息，
便投了简
历。
”
福州约克外语培训学校是
福州本土外语培训学校。奥尔
登说：
“我特别看中学校给我的
职业发展规划，
我的提升途径
很清晰。福州是年轻人发展事
业的好平台。
”

九、平安福州专项行动

成为
“知心外教”

行动目标：

在学生和家长眼中，
他是

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聚焦影
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
出问题，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全面提升平安
福州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水平。双拥共建活动持续取得新
成效。

重点任务：
（1）健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体系。
（2）健全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3）健全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
（4）健全社会矛盾多元化解体系。
（5）健全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6）健 全 双 拥 共 建 工 作 体 制 机
制。完善军民融合协调机制，加快推
进军地土地资源整合置换工作。
（张旭 覃作权）

个有亲和力、上课生动的“知
心外教”
“
。我们要跟家长在共
同的目标下合作，
不要简单地
认定他们的教育观念是好是
坏，
最好的办法是坐下来和他
们慢慢沟通，
具体告诉他们要
做些什么。在这之前，
要先得
到家长们的充分信任。”奥尔
登说。
今年初，
受疫情影响，
学校
关闭了线下培训点。
“线下教学
搬到网络上，能产生什么效
果？
”
作为英语外教总监，
奥尔
登一开始心存疑虑。但现在，
他长吁了一口气，
“非常庆幸学
校决定转为线上教学，
并且对
如何保持教学质量、
降低成本，
都积累了经验”
。大半年来，
外
教们超时工作，
带班率都大大

增加，
大家共渡难关。

安家美丽福州
奥尔登不仅将事业扎根
在福州，还娶了一位福建太
太，
在福州安家。他平常喜欢
徒步旅行，
最喜欢福州随处可
见的树木和公园。福州的山
和森林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
家乡。
6 年里，他感受着福州日
新月异的变化，
尤其是基础设
施方面的提升。比如地铁开
通，
让城市通行更加便利。无
论是不知名的小咖啡馆，
还是
绿树成荫的街道，
都仿佛在时
刻提醒他——福州这座城市
多么美丽。这让他越来越喜
欢福州。
（安梓 文/图）

有福之州·我的家
我的家—
——

我眼中的中国福州

外国人工作、
居留许可“一窗联办”
【福州晚报讯】 4 日，
福建
自贸区福州片区外资企业的
一名巴基斯坦籍青年创业人
才在马尾行政（市民）服务大
厅外国人就业居留事务专窗
同时办理了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和外国人工作居留许
可。这是福州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部门创新实施外国人
工作类居留便利政策以来，福
州市首例这两项许可“一窗联

办”。
“一窗受理”。
为落实中国国家移民管
“一窗受理”为在福州自
理局今年外籍人才工作类居 贸区福州片区就业，需要同时
留“一窗联办”工作部署要求， 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
马尾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 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的外籍
队主动会同福州自贸区人力 人士提供“线上‘一码’咨询、
资源部门，联合打造外国人就 线下‘一窗’办理”高效服务，
业居留事务专窗。外国人来 将原本办证时限由 10 个工作
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工作居 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解决外
留许可两项业务整合为外国 籍人才就业办证环节多、多地
人就业居留事务，实现两部门 跑等问题。
（林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