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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回望“雄关
漫道真如铁”的过去，长乐坚持把红色基因融入改革发展
各项工作，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敢拼敢试、敢为人先，
全面拉开高质量发展的大幕。

党建活力竞相迸发。作为省委旧址的所在地，长乐始
终把党建工作紧紧抓在手上，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齐头并
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模式，组建小区党支部53个，培育
村级党建示范点28个，实现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均突破
10万元关口。举办“数字党建高峰论坛”，成立“数字党建
小镇”，着力打造数字党建标杆。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打造“3+N”讲坛工程、“5+N”宣讲队伍等品
牌亮点，高质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区域经济蓬勃发展。长乐是福建“草根工业”的发祥
地，近年来，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相继实施数字
经济赋能先进制造业、用工业互联网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操
作链等行动，累计赋能企业300余家，数字经济占GDP比
重超50%。坚持大抓产业、抓大产业，引导恒申、大东海等
千亿级行业龙头向功能性新材料领域迈进，打响新型材料
国际品牌。2020年，长乐GDP逆势增长6.8%，顺利突破千
亿元大关，规上工业总产值近3000亿元，位列全国百强新
城区第40位，工业百强区第55位，实现从“草根工业”到“苍
天大树”的蝶变。

滨海新城加速崛起。随着建设号角的吹响，长乐广大
干部尽锐出战、攻坚克难，累计完成征交地近7万亩，拆除

面积455万平方米，133个项目建成投用，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永久会址、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天津大学福州滨海校区等一批国家级资源持续落地，
网龙网络、比特大陆、博思软件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福平
铁路、长平高速等一条条大通道顺利通车，华山医院、商务
印书馆、融侨赛德伯学校等高质量公共服务配套建成投
用，一座产城融合、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展露新姿。

民生福祉更有质感。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近两年，累计实施 65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346项“补短板”项目，福州三中滨海校区等32个学校项目
竣工投用，新增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14265个、中小学学位
18780个。华山医院、空港综合医院等9个医疗项目建成投
用，新增床位1486张。以“美丽长乐”大行动为抓手，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掘保护古港、古道等“海丝拾古”1578
处，新建美丽乡村56个、再提升村36个，让高质量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展望“乘风破浪会有时”的未
来，我们将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长乐在“东进南下、
沿江向海”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历史定位，坚持“3820”战略工
程思想精髓，扎实推进九大专项行动，在探索海滨城市、山
水城市创建上开新局，在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进
程上抢新机，在加快滨海新城、国际航空城建设上闯新路，
知重负重、砥砺前行，奋进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重要窗口
新征程。

鉴往知来 砥砺前行

加快打造现代化国际城市重要窗口
福州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长乐区委书记 何杰民

初心不改，笃行致远。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一次又一次历史机遇迎

面而来，撤县设市、撤市设区、滨海新城启动建设。谋势而动、顺势而为，

长乐区始终把握机遇，勇立潮头，育新机、开新局，促进经济社会稳步发

展、民生事业扎实推进。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涌动澎湃动力；

民生福祉向高水平推进，交通、教育、医疗事业持续完善；生态环境逐步恢

复，城市品质不断续提升；乡村振兴之音掷地有声，乡村建设发展硕果累

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重要窗口之歌早已奏响，奋斗的音符激荡飞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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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草根工业”发祥地，长乐民营纺织从“草根
工业”起步，一路高歌猛进，蓬勃发展，成为长乐区经济的
支柱产业，其中的化纤、棉纺、经编等三大产业更是驶入发
展快车道，产能稳居全省首位。

“长乐是中国纺织产业基地，是中国最大的经编生产
基地、全国最大的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锦纶切片生产基
地，锦纶民用丝产能位居亚洲之首。”长乐区工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区纺织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72万元增长到
2001年的52.8亿元，进而跃升到2020年超2200亿元。

飞速跃进，创新升级是驱动力。近年来，长乐以数字
赋能先进制造业，争当工业互联网应用领跑者，着力推动
传统制造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传统产业
数字活力四射。一个个数字化示范车间、一个个智能化工
厂纷纷亮相，传统制造业插上了数字的翅膀，振翅而飞，扶
摇直上。

在恒申化纤有限公司，国际先进的 SAPERP管理系统
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管理营销、物流仓储等环节数据集
于一体，实现“产、供、销、人、财、物”数据的实时获取，方便
集团统一调度……

在景丰科技生产车间，从投料、运输到包装、仓储，实
现了全部生产流程智能化，过去繁忙的流水线工人被一台
台“聪明”的机器人取代……

工业互联网加速了传统制造业升级再造，成为驱动传

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纺织车间内，平均减少60%
以上的一线操作人员，节约能耗20%，构建更贴近市场、更精
准、更快速的产品开发、制造和销售体系。2020年，恒申合
纤、景丰科技等46项技改项目完成投资141亿元，大东海实
业、恒申集团、永荣控股上榜2020中国企业500强，金纶高纤
等4家企业上榜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长源纺织等5家
企业上榜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新兴数字产业持续培育壮
大。东湖三创园依托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
网络运营商和联通东南研究院、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等一批
重要平台，加快推动信息产业园平台建设；依托中电数据、
盘古数据等项目加快构建互联网数据中心；依托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中心，以及贝瑞基因、品生医学、复寅精准等医
疗产业项目，加快发展健康医疗；依托比特大陆、福链科技
为龙头，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园区已注册企业 601家，合计注册总资本
485.49亿元。其中2021年产业园注册企业72家，合计注册
资本44.6640亿元。2020年园区新增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和1家市级众创空间，现共有28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和2家市级众创空间。

产业涌动的澎湃动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长
乐产城融合的步伐。

“串珠公园”绿意涌动，给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长乐城
区，随处可见的街心公园，抬脚就到。

登上南山生态公园，犹如进入“森林氧吧”，绿树葱葱，花海繁茂，空
气清新，沁人心脾。

公园增强城市生态底色。近年来，长乐区完成南山生态公园一二
期和 10公里长休闲步道建设、启动洞江湖公园一期工程，建成人民公
园、东西岱湖公园、海峡公园、香江公园等众多街头绿地，完成了冰心公
园、闽江口公园、郑和公园等公园改造提升工作。城区形成以山体、水
体为主，街头绿地为辅的城市生态休闲公园格局。至2020年底，城区休
闲公园及街头绿地数量达到40个，建成区绿地率达43.34%，绿化覆盖率
达46.41%。

在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碧水悠悠，芦苇茫茫，各类珍
稀鸟类悠然觅食。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闽江河口湿地拥有保护面积2381.85公顷，区内
野生动植物 1089种，荣膺“中国十大魅力湿地”“中国国家重要湿地”等
称号，成为“清新福建”一张重要的生态名片。保护区通过治理互花米
草、改造生态鸟岛、养殖塘开展全面“退养还湿”等举措，吸引候鸟回
归。截至目前，闽江河口湿地共发现鸟类 266种，每年在此迁徙停歇的
水鸟总数超过5万只，包括中华凤头燕鸥、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物种。

与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遥相呼应的东湖湿地公园，厚植生态底
色。东湖碧波荡漾、风光旖旎。依湖而建的东湖湿地公园，是滨海新城
海陆交界的生态核心，总面积14.47平方公里。先行动建的一期启动区
生态修复工程已经完成，东湖之畔林木高耸、绿意蔓延。

在长乐沿海，成片的防护林郁郁葱葱，迎风招展，这就是滨海新城
防护林，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天然屏障。滨海新城森林城市景观带（防
护林）项目一期建设总长度约11.8公里，目前项目已完工，造林及补植面
积约2430亩，完成投资约7.8亿元；二期建设总长度7公里，建设步伐正
在加快。

长乐区还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对陈
塘港、城区内河、“散乱污”企业（场所）等进行综合整治，闽江流域长乐
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基本完成，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护
提升、闽江沿线长乐段环境整治进展顺利，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滩长
制”，大大提升了城乡人居环境。

2020年，长乐区植树造林3454亩，“村植千树”完成71个村，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98.09%。天空澄碧、纤云不染、绿水环绕，一个浸润在“生态
绿”的新城已然款款走来。

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持续改善城乡环境
整体面貌。

航城街道洋屿村整治房前屋后乱堆乱放和村内乱搭盖，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文武砂街道山顶村的边边角角成了微菜园、小花圃，白墙上
的水墨山水画更添乡村韵味；首占黄李村对淤泥阻塞、水体黑臭的内河
进行整治，建设驳岸公园……长乐区持续掀起乡村振兴热潮，发动全区
18个乡镇256个村居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颜值刷出了新高度。

产业也在乡村振兴中蓬勃兴旺。吴航街道十洋村发挥城中村的区
位优势，建商场租赁，引入餐饮、服装、超市零售等业态，鼓励村民出资
入股；古槐镇青山村探索推行“支部+协会＋基地”模式，为农户提供龙
眼产销一条龙服务，实现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营前街道湖里村发
展大头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合作社+研学”的创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
……产业振兴之歌奏响，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源泉。

在这场乡村振兴的“战役”中，乡风文明吹遍吴航大地，移风易俗
工作成效进一步巩固。针对婚丧喜庆大操大办、攀比斗富等陋习，长
乐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将移风易俗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

“四风”的重要举措，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指导、综合施策，从根源上开
展全面整治，推动党风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如今，婚丧喜庆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现象不见了，新办简办婚丧喜庆蔚然成风，捐资公益的善举日
益增多。

今年，长乐区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
大行动”和乡村建设行动，高质量完成市级乡村振兴试点乡镇、试点村
及中高级版试点村建设任务。

长乐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步入“十四五”，长乐区把坚持“3820”战略
工程思想精髓作为重要指引，以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为主题，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建设滨海新城，率先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
深化对台融合，科学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
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乐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产业升级
动能澎湃动能澎湃

民生福祉
持续增强持续增强

绿意涌动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全面推进

地区生产总值

2020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

算总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突破突破
千亿元千亿元、、8080亿元亿元、、5050亿元大关亿元大关，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超超1313万元万元。

三次产业结构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 2016 年的 8.1∶

63.3∶28.6优化到2020年的66..11∶∶6363..99∶∶3030，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突破突破5050%%。

全区纺织工业总产值
全区纺织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72万

元增长到2001年的5252..88亿元亿元，进而跃升到

2020年超超22002200亿元亿元。

生态环境

至2020年底，城区休闲公园及街头绿地

数量达到4040个个，建成区绿地率达4343..3434%%，

绿化覆盖率达4646..4141%%，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98..0909%%。

荣 誉
2020年位列全国百强新城区第第4040位位。
2020年入选全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

略示范城市，位列中国工业百强区第第5555位位。

民生领域支出
2020年区财政用于民生领域支出累计

246246亿元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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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申智能化生产车间恒申智能化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少林摄余少林摄

环境优美的闽江河口湿地是鸟类天堂环境优美的闽江河口湿地是鸟类天堂（（湿地管委会供图湿地管委会供图））
长乐城区长乐城区。。陈铭清摄陈铭清摄

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东南大数据产业园（（资料图资料图））
长乐洞江小学孩子们参加童心向党系列活动长乐洞江小学孩子们参加童心向党系列活动。。

（（洞江小学供图洞江小学供图））

首
占
新
区

首
占
新
区
。。
陈
铭
清
摄

陈
铭
清
摄

滨海新城滨海新城。。陈铭清摄陈铭清摄

美丽乡村营前街道长安村一角美丽乡村营前街道长安村一角。。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少林摄余少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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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
项民生事业绽放幸福之花，城市基础配套日益完善，
焕发勃勃生机。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引领支撑城市发展。福
州绕城高速东南段、长平高速、福平铁路建成通车，疏
通了福州主城区、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间的交通
脉络。地铁6号线、机场轨道交通工程、东南快速通道
等一条条交通大动脉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直达长乐
区，使长乐区与福州主城区更加紧密相连。

教育民生工程扎实稳步推进。融侨赛德伯双语
学校、福州三中滨海校区、福州滨海实验学校、福州软
件职业技术学院、滨海新城实验幼儿园、滨海新城第
一小学、长师附小滨海校区等一批优质学校建成投
用，迎来莘莘学子；首占大名城幼儿园等3所小区配套
园及长乐五中、玉田中学、文武砂中学、松下大祉小学
等 32个学校项目竣工投用；福建省、福州市和天津大
学在滨海新城共建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天津大
学福州国际校区建设按下“加速键”。

医疗卫生服务“提档升级”。长乐区积极推行远
程诊疗系统、建立 120急救网等一系列惠民便民新举
措，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借助远程诊
疗体统，长乐区医院医生能够及时诊断偏远地区患者
的病情；建立120急救网，设立4个急救分中心，就近出

诊，为重病患者争取抢救的黄金时间。
随着医疗服务提升，医疗基础配套工程也紧锣密

鼓建设。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建成投用，项目由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
作共建，按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建设，核定床位
1700张，拟通过5年~10年，建设成为集临床诊疗、教学
实训、科技研发、疾病防控、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现代
化、高水平大型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空港医院
竣工，医院按二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设置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等科室；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
院长乐院区项目在长乐空港医院地块上建设230张床
位规模的三级甲等康复医院，一期计划今年底竣工，
将依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的特色医疗专
科和人才优势，提供神经康复、肿瘤康复及老年康复
等服务；长乐区人民医院建设快马加鞭，预计2023年9
月竣工并交付使用；237家村卫生所全面开通医保“村
村通”，全省首家医共体监管平台落地长乐区总医院。

养老服务持续健全，有序开展城乡社区居家养老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全区所有城乡社区全面铺开居
家养老服务，目前服务人数约 15000 人；推动镇、村
（社区）两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完成梅花镇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文武砂街道东湖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站和 25家农村幸福院建设；持续推动
民办养老机构项目建设，椿萱乐老年

公寓一期主体建筑和内部装修已
完成，正在着手运营前准备工

作，文福苑老年公寓正在动
工建设。

交通出行更加便利，
教育质量持续提升，优质
医疗服务全民共享，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
各项民生事业短板日渐
补齐，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显著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