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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城。叶义斌 图/

城市进得了 乡村回得去
福州东部片区城乡融合

以城带乡
“手拉手”
蹚出乡村振兴新路
以城带乡的格局在形成，协同
发展的合力在凝聚，福州东部片区
逐步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
高效配置，让乡村既能看山望水诉
乡愁，
也有增收致富小康路。
【关键词：
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吹拂福
清市城头镇吉钓村，坑洼的泥巴路
变成平坦的水泥路，旱厕修成小广
场，一座座特色庭院传来欢声笑语，
观景平台、玻璃凉亭与“智歼海匪”
彩绘，讲述着古老渔村的过去和现
在。
这场美丽蝶变还在持续。2020
年，福州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广泛
推行人才下乡行动，阳光学院创新
创业教育学院的台籍教授马彦彬来
到吉钓村。马彦彬说，吉钓村今后
要在守好自然和物产资源上下功
夫，让更多年轻人感受海岛的独特
文化。
罗源县白塔乡南洋村有另一番
景致。走在拓宽的“最美村道”上，
两旁是充满畲族风情的壁画，房前
屋后点缀着景观小品，不时能听到
称赞。
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
罗源县在福建省首创“社团+企业”
的运作模式，引进美城环境公司，建
立秀美山川家园事务服务中心，通
过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让乡村

的颜值越来越高。
【关键词：
特色产业】
串点成线的美丽乡村成为“强
磁场”，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的同时，
各类城乡生产要素聚焦特色产业，
让乡村振兴焕发新活力。
素有“闽江口明珠”之称的马尾
估，每亩海域估价约 8000 元。评估
琅岐岛上，金砂红蟳公社是以“蟳味
结果获得银行认可，并作出海域使
琅岐·英雄金砂”为主题打造的城乡
用权证抵押的决定。
融合发展项目，通过产业、宜居、文
海域自然资源生态产品市场化
明、治理、富裕等五大未来场景的打
运营，为现代渔业机械化、智能化发
造，辅以土地、融资、人才、服务等政
展注入活水。随着“振鲍 1 号”
“振
策机制的创新突破，原生态的乡村
渔 1 号”等外来社会资本打造的深
被赋予新生。
远海养殖平台在连江试验成功，
通过流转，农田变成保留农耕
2020 年 11 月中旬，首个本土企业自
文化的微菜园，吸引主城区居民线
主研发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泰渔 1
上线下种菜收菜；
通过租赁，闲置民
号”建造完成并下水，为连江打造
居被改造为旅游纪念场所和民宿，
“海上福州”
桥头堡按下“快进键”。
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公社引流又引
包括海洋在内，去年底通过验
智，英雄金砂乡村振兴讲习所、福建
收的“福州市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科
现代化特色作物科技创新与示范基
研服务”项目构建了涵盖森林、湿
地等纷纷揭牌，福州市钓鱼协会设
地、农田等六大生态系统的价值核
立琅岐分会并多次举办比赛。
算指标体系，绘出具有“山—海—
在霞浦县，小村庄也承载着“大
城”
特色的绿色“藏宝图”。
景区”
“ 大花园”的梦想。立足丰富
在“探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的滩涂资源，霞浦推进旅游与摄影、
制上，平潭综合实验区也在开展生
景区、民宿、文体融合发展。当地渔
态系统价值核算试点，并健全生态
民在空闲时配合展示渔耕劳作，频
产品交易市场形成机制，支持注册
频在摄影爱好者的作品中亮相。
在实验区的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深化
【关键词：
生态产品】
用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林权、海
广袤的海洋自古象征着渔民们
域使用权交易服务，寻找打开绿色
的财富。连江“赶海人”蹚出新路：
宝藏的“金钥匙”。
以人工海藻场项目为试点，对接农
发行开展海域自然资源价值综合评
以人为本

罗源县白塔乡南洋村房前屋后点缀着景观小品。陈暖/图

由此起步。此后，恒申合纤打通聚
合切片—锦纶纺丝产业链，还反向
收购全球第一，掌握了全球领先的
己内酰胺生产技术，跃居全球最大
的己内酰胺供应商，更奠定了文武
砂在中国纺织行业的龙头地位。
第一次转型历经曲折，第二次
飞跃激荡风云。在福州“东进南下、
沿江向海”激情澎湃的号角声中，滨
海新城正式启动建设。而文武砂镇
是滨海新城的核心启动区、中国东
南大数据产业园区的承载地。风起
云涌的数字经济浪潮中，小镇脱胎
换骨，
一步步迈向潮头。
福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在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开通、福建
省超算中心二期运行，北京奇虎科
技（360）、湛华智能科技、中电数据、
微软、腾讯、贝瑞和康等一大批知名
企业纷纷入驻……截至 2020 年 11
月,滨海新城 388 家规上工业企业实
现产值 2299 亿元，东南大数据产业
园新注册企业 215 家，实现营业收
入 161 亿元，形成大数据、云计算和
VR 产业链雏形，呈现出大数据企业
集聚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
空间】
了解一个小镇的前世今生后，
共创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道路 让我们看看一个片区的华丽转身。
以人为核心，凭借“日拱一卒”
面江朝海的开阔地带，
面积约12
的劲头，福州东部片区城乡融合发 平方公里的三江口片区正在打造福
展这部大戏高潮迭起，描绘出一幅 州最美区域。底气在哪里？福州策
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共 划 生 成 144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约
享发展成果的美丽画卷。
1127.52 亿元，力图将三江口打造成
【关键词：
产业】
疏解老城、连接新城的重要依托，建
若无产业的支撑，城乡融合发 设有福之州、
打造幸福之城的重要增
展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循 长极。
着时间的刻度，看长乐文武砂镇如
这场“最美”的锻造成效如何？
何印证这一命题。
游览，从三江之畔启航。茉莉花开
这里，曾经是一片荒漠莽滩，由 清香来，夜晚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于地处偏远，招商引资四处碰壁，直 飘出高雅的乐曲，这座福州城市文
到太源纺织公司进驻才实现转折。 化新地标成为民众心之所向。
随后，众多纺企相继落户，纺织重镇
沿线溯游而上，最美滨江景观

吉钓岛大力发展海岛文化。陈暖 图/

2019 年 12 月 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十八个部门联合印发《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并公布 11 个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名单，福建福州东部片区入选。面对新机遇，福州
仓山区、长乐区、马尾区、福清市、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以及
平潭综合实验区、宁德霞浦县如何答卷，
记者带您纵览全局。

带展露眼前。南江滨生态公园金沙
遍野、绿树延绵，南江滨东大道繁花
似锦、郁郁葱葱。
深入片区，梁厝历史文化街区
修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将建成艺
术文化聚落与农耕休闲并存的生态
文化街区。
对于三江口片区，福州的规划
是“一带、一心、四片”。其中，
“一
带”为滨江公共产业带；
“一心”指以
文化、生态为主导，融合商业、商务、
休闲等多元复合功能的组团级中
心；
“ 四片”分别为中部璧头梁厝片
区、北部樟岚片区、南部下洋清富片
区、东部马航洲湿地片区。
【关键词：
补短板】
与福州滨海新城首尾呼应，与
三江口新城隔江相望，闽侯滨江新
城呼之欲出。这里，绣花般的精细
比比皆是。
11.6 公里长的安平浦河已经改
头换面：黑臭消失，河道拓宽，静水
流深；
河中，碧波荡漾，绿洲丰茂；
沿
河，3 个公园错落分布，孩童的嬉笑
声不绝于耳，老人三三两两自得其
乐。
毗邻鲤鱼洲酒店的沙堤市民公
园，在原有的环境基础上对绿地和
湖水进行梳理改造，建成花溪湿塘、
运动场地等多元化休闲场所，目前
是上街片区面积最大的休闲公园。
位于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的学
府路与溪源宫路，不足一个月就铺
上黑色的沥青路面，一座绿意融融
的公园展露新姿。
县城，
一头连着繁华都市，
一头连
着广袤乡村，是补短板的最好抓手。
2020 年 6 月，
闽侯入选县城新型城镇
化建设国家级试点，
对标中心城区，
八
闽首邑加快推进城镇综合提升
“十位
一体”
工作，
通过内涵、
形象两个提升，
打造
“个个是精品、
处处成景观”
的城
市景观带。
（蒋雅琛 莫思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