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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贵公路建设有新进展，
建成后
“牵手”
北二通道

福州现代物流城 30 分钟内
“进城”
2022 年度全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公示

140 家福州企业入围
■记者 江海

丹贵公路效果图。受访者供图

决胜年末收官战
■记 者 郑瑞洋
通讯员 陈汉琳
福州晚报讯 丹贵公路、福州港口
后方铁路、
新 104 国道等
“一铁两公”
路
网，构成福州现代物流城交通“生命
线”。记者昨日获悉，衔接北二通道的
丹贵公路建设迎来新进展。

衔接北二通道
建设
“新跑道”

“轰！”24 日 9 时，一声巨响划破天
空，
丹贵公路贵安隧道口的爆破现场飞
石翻滚、尘烟四起。记者在现场看到，
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工人们干劲十
足，多台机械设备全面开工，开展碴体
清运、
修整开挖面等工作。
据了解，北二通道被称为“福州北
向交通大动脉”
，
连接晋安与连江贵安，
计划明年上半年全线通车。丹贵公路
是省市重点基础性设施项目，
起于北二
通道桃源溪互通，
跨敖江与绕城高速贵
安互通，设特长隧道穿尖峰山至周溪
村，
后向东与拟建新104国道衔接，
最后
顺接丹江大道，全长 15 公里，总投资
22.9 亿元。其中，贵安至周溪段 9.7 公
里，
路基宽度28.5米，
设双向六车道。
“目前，
贵安、
台尖山两个隧道正进
行进洞施工，路基工程边坡、贵安特大
桥桩基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丹贵公路
项目生产经理黄清介绍，当前共投入
200 多名建设人员，
各种机械设备 40 余
台，
已完成敖江特大桥钢栈桥架设及36
根桩基灌注，
预计年底完成敖江特大桥
所有水中桩基施工。
“我们将在落实防疫工作基础上，
合
理安排工期、
科学调整工序、
加大人员机
械投入，
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为
现代物流城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环境。
”
黄清说，
整个项目预计2025年竣工验收。

现代物流城到中心城区
将实现
“四通八达”
据介绍，丹贵公路建成，将带来三
个重要意义。
一是进城通道。目前，
福州现代物
流城进入中心城区共有三条通道：
一是
走福州绕城高速，途经贵安，进入福州
北（桂湖），
车程40分钟左右，
有收费；
二
是走 104 国道，
途经县城，
进入 104 国道
连晋段，
无收费，
车程50分钟以上；
三是
走沈海高速，途经洋门枢纽，进入马尾
枢纽，
有收费，
车程50分钟左右。
“丹贵公路建成后，
通过北二通道，
现代物流城至中心城区车程仅需 28 分

丹贵公路衔接北二通道。受访者供图
钟，将是 4 条进城通道里车程最短的一
条。
”
福州现代物流城指挥部交通组组长
杨昌举告诉记者，
丹贵公路建成后，
将与
原有的 3 条通道以及连江飞石等 8 个高
速互通口，
构建
“四通八达”
的交通路网，
助推现代物流城融入福州半小时通勤
圈。
二是旅游通道。贵安温泉旅游区享
有
“中国温泉之乡”
美誉，
集温泉、
旅游、
度
假、
亲子体验、
购物娱乐于一体。连接贵
安和丹阳的丹贵公路，
不仅可以改善丹阳
等地交通条件，
也可以整合周边旅游资
源，
带动乡村旅游、
温泉旅游等发展。
三是经济通道。
“北二通道建成后，
从贵安到新店仅15分钟车程，
且不收通
行费。相比走高速路，
丹贵公路减少了
运输时间，也降低了运输费用，可以促
进园区企业降本增效。
”
杨昌举介绍。
接下来，
福州现代物流城将继续提
速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港口后方铁路、
丹贵公路、
新 104 国道和内部主次干道
以及水、
电、
气、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打造大进大出的集疏运体系，
为大规模建设和推进福建省“大港口、
大通道、大物流”建设和“产业群、城市
群、
港口群”
联动发展、
跨越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相关阅读

“一铁两公”
“一铁两公”
指福州港口后方铁
路、
新104国道（丹阳至新洋段）和丹
贵公路（连江县丹阳至贵安公路）。
它们是福州现代物流城区域
的重要骨架路网，也是福州、宁德
乃至全国铁路和普通干线公路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全方位服务
福州现代物流城的集疏运体系，
大
大缩短其与福州中心城区、
宁德等
地距离，
助力现代物流城打造互联
互通物流枢纽中心、
加快建设国家
物流枢纽中心。

据悉，此次入围的福州
企业，列为基础层的有 104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 家，
属于培育层的有36家。
从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基础层的企业，除需符
局获悉，2022 年度全省重点 合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上市后备企业名单正式公 治理机制健全、信用纪录良
示，
共有 502 家企业入围，
其 好等基本条件外，还需符合
中 140 家企业来自福州。根 下列标准之一：最近两年净
据注册地划分，140 家企业 利润均不低于800万元，
或者
中，鼓楼区 35 家、台江区 4 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1200
家、仓山区 10 家、晋安区 14 万元；最近两年平均营业收
家、马尾区 14 家、长乐区 11 入不低于 4800 万元，
且持续
家、福清市 29 家、闽侯县 4 增长；经税务部门核准的上
家、
连江县 7 家、
闽清县 1 家、 年度纳税额不低于800万元，
罗源县 2 家、永泰县 2 家、高 或者最近三年平均纳税额不
低于480万元。
新区7家。

培育层的企业，除需具
备基础层的基本条件外，还
需满足下列基本条件之一：
完成规范化股份制改造；与
证券公司签署财务顾问或者
其他相关协议。同时，申报
进入培育层的企业，经营条
件还需符合下列标准之一：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200 万元，或者最近一年净
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
最近
两年平均营业收入不低于
8000万元，
且持续增长，
最近
一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正；最近两年研发
投入合计不低于4000万元。

福州市场主体首次突破百万
■记 者 刘珺
通讯员 游振云

进福州市场主体活力加速
释放。
截至 11 月，
福州实有市
福州晚报讯 昨日，记 场主体突破百万大关，总量
者从福州市市场监管局获 达 100.06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悉，今年福州市场主体首次 10.95%，实现历史性跨越。
突破百万大关。1 月至 11 其中，企业 35.47 万户、个体
月，福州新增市场主体 15.5 工商户64.27万户，
同比分别
万户。
增长6.74%和13.44%。注册
年初以来，市市场监管 资本（金）达 51130.15 亿元，
局围绕激发市场主体发展 同比增长 4.28%，其中企业
活 力 这 一 目 标 ，持 续 深 化 注册资本（金）为50368.53亿
“放管服”改革，在稳预期、 元，个体工商户资金数额为
激活力、促帮扶方面出台了 574.1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一系列务实管用的举措，促 4.13%、
18.34%。

统计数据显示，1 月至
11 月 ，福 州 新 增 市 场 主 体
15.5 万 户 ，其 中 企 业 新 增
4.76 万户。个体户增量最
大，新增 10.71 万户，同比增
长 4.32%；农民专业合作社
增幅最大，
新增 314 户，
同比
增长 37.72%。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持续上升，
截至目前，
福州第一、
二、
三产业市场主
体 总 量 分 别 为 18165 户 、
65768 户、
916644 户，
占比分
别为1.82%、
6.57%、
91.61%。
其中，
第三产业在各产业中增
速最快，
比增11.23%。

建平路至旗山大道将建立体互通
按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
■记者 徐文宇
福 州 晚 报 讯 11 月 22
日，建平路至旗山大道互通
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
得高新区经发局批复，标志
着项目前期工作进入攻坚阶
段，为项目开工提供有利条
件。
建平路至旗山大道互通
改造工程，按照一级公路兼
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路线
全长4.3公里。其中，
建平路
主路起于橘园洲大桥西桥头
处，路线沿现状建平路由东
往西行进，利用现状桥梁分
别跨越高新大道、
上南路，
设
置高架桥跨越旗山大道交叉
口，
于旗山大道西侧落地，
终
点顺接高速连接线现状桥梁
桥头处；旗山大道主路起于
明德路交叉口附近，路线沿

建平路至旗山大道互通改造工程示意图。
现状旗山大道由南往北行
进，中间新建高架桥跨越建
平路并于福州一中校门前落
地；建平路及旗山大道辅路
沿主路两侧布设；在建平路
至旗山大道节点处设置互通
式立交一座。
该项目作为福州城区西

向重要通道，承担福州西物
流园集疏运重要功能。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福州城区西向
进出交通快速转换，缓解周
边交通压力，加强福州西部
片区同中心城区紧密连接，
推进主城
“接三连四”
通道提
升，
实现高快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