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锦清

福州晚报讯 交通运输
部官网21日发布《2022年国
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首
批城市公示》，公示期为21日
至29日，福州、厦门、泉州等
15个城市入围。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是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关键节
点和重要支撑，是多种运输
方式一体化衔接的重要载
体。

今年7月，财政部、交通
运输部联合下发《财政部 交
通运输部关于支持国家综合
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的通知》，
要求立足产业链供应链保通
保畅，聚焦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主骨架上的综合货运枢
纽，支持引导多方力量加强
资源统筹利用，优化货物运

输结构，实现多种运输方式
深度融合发展，联网补网强
链，合力打造互联互通、便捷
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
智能先进、保障有力的综合
货运枢纽体系，有力支撑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服务产业
链供应链延伸。

通知明确，自 2022 年
起，用3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
支持30个左右城市实施国家
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促
使综合货运枢纽在运能利用
效率、运输服务质量、运营机
制可持续等三方面明显提
升，在提高循环效率、增强循
环动能、降低循环成本中发
挥积极作用，从而形成资金
流、信息流、商贸流等多方面
集聚效应，更好服务重点产
业链供应链，辐射带动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蓝秀楠

福州晚报讯 昨日下午，
省委宣传部“牢记使命 奋斗
为民”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
旅厅专场召开。记者从会上
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
国内游客 1.95亿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2112亿元，分别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91.8%
和 73.7%，恢复程度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据介绍，去年全省累计
接待国内外游客 4.07亿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94亿
元，分别为2012年的2.38倍
和 2.49倍，年均增速双双突
破两位数，分别达到 10.1%
和10.6%。

目前我省有 5A级景区
11处，成为全国第二个实现

“市市有 5A”的省份。我省
成功创建7个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5个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11个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4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镇。

■记 者 李锦清
通讯员 黄如毅 文/摄

福州晚报讯 福州“百台万吨”
建设再迎喜事！记者昨日从福州
海事局获悉，全省首个深海智慧渔
旅平台“闽投1号”21日正式落户连
江定海湾苔屿水域。

“闽投1号”长92米、宽36米、
高27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普通足球
场，总养殖水体超62000立方米，可
同时养殖600吨大黄鱼，配套多口
深水抗风浪网箱。

由于它的块头大，福州海事部
门为它配置了强大的“搬家团
队”。据介绍，“闽投1号”从闽江内
港区出发，福州海事部门共投入指
挥监控人员20人次、现场执法人员
10人次、海巡船艇2艘次、大型拖轮
4艘次、警戒船艇2艘次、现场警戒

人员30人次，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
施 1次，发布航行安全信息 40余
次，将它顺利送到了新家。

据了解，“闽投1号”拥有智慧
渔业、深海养殖、休闲旅游、产学研
基地等4个功能，搭载有海景客房、

宴会厅、厨房、卫生间、办公室、会议
室及智慧渔业中心等旅游功能舱
室，可开展海洋科普、潜水、冲浪、海
上休闲、垂钓、餐饮、观测通信及海
水养殖等生产生活活动，实现渔旅
融合。

■记 者 郑瑞洋
通讯员 吴其法 原路遥 文/摄

福州晚报讯 今天是秋分，也
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海上福州也是

“丰”景怡人：在连江县苔菉镇东洛
岛海域，全国最大深远海鲍鱼养殖
平台“福鲍1号”的鲍鱼陆续上市。

昨天一大早，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鲍鱼分会执行会长、鲍鱼
养殖大户吴永寿就登上了“福鲍1
号”。

吴永寿在平台上轻轻按下电
动按钮，一组鲍鱼笼便如同乘坐

“海底电梯”一般，从海水中缓缓升
起。打开笼盖，笼中的鲍鱼长势喜
人，每个重达100多克，青绿色外壳
折射出翡翠般的光泽。“整个平台
养了 15000笼，年产量可达 45吨。
这种鲍鱼 1公斤能卖 120元，比普
通鲍鱼贵20元以上，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养殖平台工作人员张宏起
说。

为何这里的鲍鱼这么吃香
呢？吴永寿告诉记者，这得益于它
们住的“深海豪宅”。

“鲍鱼是海味之王，对养殖环
境的要求很高。第一代的木头与
泡沫渔排，会产生海漂垃圾；第二
代的塑胶渔排，抗风浪能力差；第
三代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具有机械

化、生态化等优势，可抵抗12级风
浪，将养殖空间从200米的近海区
域拓展至10海里外的外海，因而水
质更好、鲍鱼品质更佳。”吴永寿介
绍，“福鲍1号”总面积1228.4平方
米，重约 1000吨，可一次性投放
300多万粒鲍鱼苗，还具有风力发
电和24小时远程水文监测、自动增
氧等功能，相当于鲍鱼的“智能家
居”。

种苗是水产业的“芯片”，“福鲍
1号”养殖的是有鲍鱼界“绿巨人”之
称的绿盘鲍，它们的个头大，单个最
重可达1千克，远销日本、俄罗斯等
国家，并获得国际鲍鱼专家点赞。

鲍鱼产业的发展是海上福州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州鲍
鱼养殖双管齐下：建造“福鲍1号”
等深远海养殖新设备，探索生态
化、智能化养殖新模式；培育绿盘
鲍等新品种，打造国家级水产良种
基地。

记者从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获悉，作为福州渔业特色品牌，鲍
鱼产业已形成育苗、养殖、加工、销
售等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1年
福州鲍鱼产量达11万吨，约占全国
的半壁江山，其中连江是“中国鲍
鱼之乡”，创造了“每3只鲍鱼就有1
只来自连江”的成绩。

“闽投1号”落户连江定海湾
系全省首个深海智慧渔旅平台

全国最大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迎秋收

连江鲍鱼“绿巨人”上市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首批城市公示

福州厦门泉州入围

上半年接待国内游客1.95亿人次

福建旅游入账2112亿元

“闽投1号”在“搬家”途中。

“福鲍1号”平台的鲍鱼上市。

■记 者 郑瑞洋
通讯员 陈成志

福州晚报讯 连江县正
在创建环马祖澳国家级滨
海旅游度假区。记者昨日
获悉，浦口镇 5个创建项目
基本完成验收，为游客打造
了一条 13公里的滨海风情
道。

据悉，浦口镇创建项目
包括通港大道沿线通道配
套、中麻和山坑三级渔港及
配套工程、滨海旅游海岸线
整治项目等，涵盖官岭村、中
麻村、山坑村等多个乡村，全
长13公里。

官岭村新增了生态休闲
广场以及一处名为“乘风破
浪”的景观。该景观以泰山
石片石为船体，塑造海帆、竖

琴等造型，搭配跳跃的鱼群
和线形的海浪，体现官岭村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的渔村
精神。

在中麻村，道路两侧的
防浪墙已整体粉刷，蓝色卡
通涂鸦与绵长的海岸线、一
望无际的大海，构成一幅美
丽的图画。

此外，山坑村的仙人掌
和新地标“青瓷之门”景观也
成为游客打卡点。

“我们希望通过网红打
卡点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完
善等措施，让经过浦口镇的
游客眼前一亮，让他们有下
车游玩的想法。”连江县浦口
镇副镇长黄亦群说，浦口镇
还将重点打造官岭至蛤沙路
段，包括灯光内容打造、景观
平台建设等。

连江浦口镇新增
13公里滨海风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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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文宇

福州晚报讯 随着地铁6号线
的开通，到滨海新城的市民越来越
多，对短途交通工具的需求急剧上
升。长乐区在原有3条旅游专线的
基础上，新增640路、641路两条公
交旅游专线和机场快线客车，并计
划在滨海新城范围内投放1200辆
共享单车，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
里”问题。

据悉，641路公交车从地铁万
寿站始发，每天两班，发车时间为9
时10分、14时，经过附一滨海院区
（华山医院福建医院）、商务印书馆、
数字中国会展中心、大东湖悦海湾、
东湖温泉度假村、王母礁、沙尾沙
滩、海蚌公园、百翔花园酒店等地。

640路公交车从长乐火车东站
始发，发车时间为8时30分、14时，
经过三溪村、数字中国会展中心、漳
江公交首末站等地。

机场快线客车起点为福州（长
乐）国际机场，终点为漳江公交首末
站，途经海瀛湾佰翔度假酒店、蔚蓝
海岸、附一滨海院区（华山医院福建
医院）、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4个站
点。

9月18日，长乐在滨海新城投
放了首批200辆哈啰共享单车，计划
9月25日前投放1200辆。目前，首
批单车投放在长乐区政府2号门、地
铁万寿站出入口、东湖小镇等地。

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滨海新城拟投放1200辆共享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