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时节的闽江河口湿地微风
习习，目之所及是连片摇曳的芦苇
丛，耳畔不时响起鸟鸣……

“如此大美之景值得集众智、汇
群力悉心守护！”22日上午，由福州市
政协举办的首场专家协商会锁定“福
州市加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主
办方开宗明义，向与会专家学者、政
协委员、部门代表发出号召。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
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湿地保护是
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省要建
设生态省，必须重视对湿地的保护。”
秉持殷殷嘱托，20年来，闽江河口湿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正朝
着“申报国际重要湿地和世界自然遗
产名录”迈进。

从常态化保护到创出特色经验、
从已有成效中挖掘进步空间，在闽江河
口湿地保护升级的重要关头，市政协发
挥人才荟萃、领域广泛、协商成熟等优
势，创新专家协商会制度，为全市乃至
全省生态环境建设贡献应有之力。

会上，由市政协人资环委经数月
实地走访调研形成的报告，引发了广泛
共鸣。该报告从管理体系、自然保护地
确权、科研方向、生态评估、安全保护等
方面，剖析湿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并从
加强保护、宣传利用、加快申报等方面

“对症下药”，提出21项具体建议。
“调研报告深入浅出，多条建议

都指向要做好‘水文章’，我再作些补
充。”专家祁明峰结合主业，建议探索
以人工湿地建设促进自然湿地发展，
利用再生水作为湿地补充水，以此更
好促进湿地涵养水源作用。

专家祁新华、黄文丹则围绕热词
双碳，为我省湿地发挥碳汇功能“出
招”。“比较红树植树造林、退耕还湿、
排干湿地还湿等不同保护与恢复模
式的增汇效应，并应用推广到全省。”
祁新华说。黄文丹则建议，借鉴国内

外先进经验，实施罗源湾、闽江口等
滨海湿地“蓝碳”生态环境重建。

湿地对鸟类“宜栖宜留”，对人类
则“宜居宜游”。百姓是湿地保护不
可多得的力量，从提升全社会对湿地
重要性认识的角度，专家陈琳、梁晓
玲、潘辉想法新颖：以“世界湿地日”
为契机举办专场宣传、发起#保护野
生鸟类手势舞#抖音话题挑战赛、建
设一个湿地保护资源共享微网站、组
织征集以湿地野生动物为主题的表
情包比赛、开展闽江河口慢直播……

一个个新颖且专业观点的抛出，
充分调动起委员们的表达热情。市
政协常委邹勇志说，要把闽江口湿地
打造成人才创新高地，成为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人才引进、成长、培育的大
平台。市政协委员黄茂顶说，要将湿
地保护法规融入百姓日常，助力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感谢专家和委员的真知灼见！”

作为属地政府代表，福清市和长乐区
主要领导在现场介绍了不少湿地保
护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其中，长乐
将加快成立湿地生态专家咨询协会
和中国东南滨海湿地生态研究中心，
发挥好各级专家学者作用，推动湿地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福清将坚持
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以有效利
用促进湿地保护。

调研成果和各方建言的转化落实
离不开职能部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林业局现场回应——

“文旅部门将从服务配套、硬件
升级、景观改造等方面着手，打造百
姓爱逛的湿地公园。”

“资源规划部门将继续开展‘三
区三线’划定工作，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对保护区周边用地功能进行优化，
并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旅游服务设
施，提升周边整体环境质量。”

“希望各属地和各部门积极提出
人才需求，我们将通过专场招聘、搭
建平台等方式，多措并举招引高质量
生态环境人才。”

“林业部门将广泛吸纳各方建
议，整合梳理，为守护大美湿地作出
最大努力。”

“专家协商会是丰富协商形式、
提高协商效能的有益探索，更是发挥
智库作用、凝聚各界共识的创新平
台。”市政协主要领导表示，将以湿地
保护为契机，引导专业人士关注全市
中心工作，针对重大问题进行前瞻研
究、反复讨论、深度协商，形成新观
点、新思路、新举措，为市委市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更多有见地、有价值的意
见和建议。

2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黄成锟 李军 美编:赖璇莉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要闻

来自福州的福建福睿旺科技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轻点鼠标，远在广东
佛山的无人机接到指令后起飞，开始
巡检河道。不仅如此，这架无人机还
具备自动返航、充电、数据回传等功
能……在 20 日闭幕的第二十届中
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上，一
系列科技项目成果集中亮相，其中不
乏“福州面孔”，向人们展示了福州科
技前沿成果，睿旺科技该项目便是其
中之一。

当今时代，惟创新者进，惟创新

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市坚定不移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创新平
台建设、培育创新主体、厚植创新土
壤。今日福州，创新大潮奔涌，建设
现代化国际城市活力迸发，一幅科
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画卷展现在人
们眼前。

巢暖枝繁凤来栖。科技创新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与抓手。
我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打造优质高效的平台环境，高站位
建设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和“一
城四区，十片多点”的科创走廊，自
创区福州片区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全省首创自创区“一区多园”考评
指标体系和奖惩退出机制。同时
我市高标准加快重大科技平台建
设，闽都创新实验室、海峡创新实
验室等省内最高端的实验室相继
落地福州并有序建设，闽都创新实
验室自成立以来，突破了关键核心
技术和制约产业发展“卡脖子”技

术 40 多项，申请发明专利 244 件，
孵化成立了高技术企业 10 余家。
此外，我市大力推进双创平台建
设，福州软件园、福州新区入选国
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推动
创新创造的主力军。自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计划实施以来，我市高新技术
企业快速发展，截至去年，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2795家，总数占
全省的三分之一，增速连续4年全省
第一。有 317家高新技术企业获得

减免所得税 12.08亿元，1000多家新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市级奖励
1.8亿元。“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等248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797.5亿元，同比增
长 24%，从业人员 24.2万人，拥有有
效专利 46453件。去年我市全社会
R&D投入总量达225.47亿元，连续5
年保持全省第一，享受研发加计
3322户，加计扣除额 139.65亿元，省
市研发费用补助企业 1373家，补助

金额4.37亿元。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科技成

果产业化，是科技驱动发展的重要落
脚点。我市聚焦我市 16条产业链，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21
年市级首次启动科技重大专项“揭榜
挂帅”项目，揭榜 10项；获得省级重
大项目“揭榜挂帅”5 项，占全省
56%。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新通道，我
市技术市场交易总额累计达335.7亿
元，位居全省前列，目前拥有在榕省
级技术转移机构44家。

在马尾、在福清，一个个精细加
工的光学镜头打磨出来，很快变身为
信息化世界的“眼睛”，从智能制造装
备、航天航空装备、先进医疗设备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到高端智能安防、
无人驾驶、数字城市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领域，福光股份的“眼睛”无处不
在。一年多来，作为福建创新型企业
的标杆，福光股份牢记嘱托，以“国家
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使
命，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努力赶超世
界光学先进水平，公司的“两用技术”
质量管理模式获得了第四届中国质
量奖提名奖。

【难忘时刻】
2021 年 3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步入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展厅，察看产品展示，询问企业技术
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超精密车间
内，企业员工向总书记展示了产品生
产工艺。在福光股份大楼前，习近平
总书记同企业员工亲切交流。

【谆谆教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国家进

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要靠创新，一味
跟跑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快科技自立
自强步伐。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创新作为一
项国策，积极鼓励支持创新。创新不
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
支持谁。

【牢记嘱托】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干劲更足

了，激励着我们继续以科技创新勇攀
高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何文波说，作为一家光
学镜头重要制造商，福光股份 64年
坚持“追光”，在大变倍比变焦镜头、
大口径透射镜头等方面拥有多项行
业首创技术，具备全球竞争优势。习
总书记说“创新不问‘出身’”，说到大
家的心坎里。

一年多来，福光股份的“追光”
脚步不曾停歇，不断加强自主创新，
光学元件加工精度已达纳米级，承
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科学装
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高海拔地区
科研及科普双重功能一米级光学天
文望远镜建设”项目，研制世界最大

口径的折射式望远镜；完成大口径
折反射式 10K超高清天文望远镜研
制；为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提供
多套光学系统，“星敏感光学导航系
统”最远可在 1000万公里的距离识
别火星；今年 4月，福光股份研制的
连续变焦镜头为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着陆提供远距离搜索、跟
踪和定位服务……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福光
股份的超精密加工与检测实验室是
福光股份的核心部门，实验室墙壁上
悬挂着“为建设世界最大口径的折射
望远镜攻坚克难”的标语，桌上摆放
的镜头，有的小如一个圆点，有的大
如圆盘，有的像鱼眼，有的像探枪
……实验室负责人唐秀娥说：“去年
的情景犹在眼前，当时我和同事向总
书记展示产品生产工艺，非常自豪地
介绍了公司的科研能力和加工水
平。习近平总书记问我是哪里毕业
的，是否毕业后就到这里。这次经历
坚定了福光人坚持创新的决心。”

何文波说，未来福光股份将加快
“追光”脚步，对标世界顶尖光学技
术企业，继续为国家增光添彩。

创新不问“出身”“追光”一路前行
——再访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吴晖

福光股份超精密加工与检测实验室。本报记者 池远摄

最强“智库”守护鹭鸟翩跹地
市政协就“福州市加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开展首场专家协商会

本报记者 钱嘉宜

市政协就市政协就““福州市加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福州市加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开展首场专家协商会开展首场专家协商会。（。（市政协供图市政协供图））

20年来，通过一系列湿地生态保
护与治理的举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美丽、和谐的闽江河口湿地成为
福州市一张重要的生态名片。同时，
近年来关于闽江河口湿地的系列研
究，在国内湿地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和
好评。我建议，成立福州市湿地保护

协会、福州市滨海湿地研究中心，汇
集全市湿地研究力量，共同就互花米
草治理项目的生态效益、可持续性和
生态系统健康的后评估，退塘工作，
固碳—脱氮—消浪减灾，候鸟和留鸟
在闽江河口湿地的觅食和繁殖特征
等方面开展研究。

夯实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科技支撑基础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生态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仝川

【专家视角】

《湿地保护法》于今年6月1日起
正式实施，这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重要立法成果，标志着我国湿
地保护修复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
在学好这部新法的同时，我们要注重
通过法治建设凝聚湿地保护共识，重
点是加强湿地保护的立法、执法、司

法等工作。特别是积极探索并不断
完善湿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
确湿地行政执法与湿地生态环境损
害索赔衔接机制，健全湿地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制度，完善湿地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并健全生
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使用机制。

学习贯彻湿地保护法 扎实推进湿地保护法治建设
市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成员、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施志源

人才是第一资源。做好湿地保
护与利用工作，离不开一支规模结
构适当 、能力素质突出的人才队
伍。我建议，抓好“一顶一底”建
设，梳理需求，专门组织力量对福州
现有湿地保护与利用人才队伍中长
期建设发展进行规划；抓好“一育一

引”建设，提高湿地人才培养能力，
加大湿地人才引进力度，发挥社会
人才力量作用；抓好“一用一留”建
设，出台专项人才政策，创新政策举
措，加强高水平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营造重视、使用湿地人才的良好氛
围。

加大福州湿地保护与利用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的若干建议
市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成员、福建省人事人才研究所所长、高级经济师 郑亨钰

我市湿地有 4 类 15 型（水田除
外），湿地类型多样，但面积分布极
不均衡，以滨海湿地为主。福州围
填海主要集中在罗源湾、闽江河口、
福清湾、福清兴化湾等海湾和河口
的潮间带内进行，造成滨海自然湿
地面积减少、无水鸟高潮时自然停

歇地；养殖的滩涂是水鸟觅食地之
一，无法对本类型湿地进行保护规
划。我建议，加强湿地资源监测，包
括湿地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养
殖情况调查；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
上一级湿地保护规划编制或完善福
州市湿地保护规划。

加强湿地资源监测 完善福州市湿地保护规划
市政协应用型智库成员、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原高级工程师 余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