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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标 福州要建国际一流植物园
【福州晚报讯】 福州市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全球开展《福州市三
江口植物园方案设计》公开招标，5 日
招标公告发布。
三江口片区是福州新区核心区，
是
福州“东进南下”的发展轴线中部重要
节点、沿江向海发展的重要跳板、福州
城市的“水陆门户”。该片区“三江汇
流、山城相融”，
具有独特而典型的山水
城市格局。
在三江口片区建设植物园，
使植物
园建设与三江口片区提升共同发展，
将
充分彰显山水城市形象、推动新城建
设、完善绿地系统结构、连通区域绿道
网络，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
民众提高科学素养贡献力量。
福州市三江口植物园（暂命名）建
设，
拟借鉴海内外优秀设计理念和成功
经验，
总体遵循五大原则：
生态优先，
因
地制宜；城园同构，联结成网；特色鲜
明，差异发展；合理开发，自身造血；统
筹部署，
分步实施。
规划范围：
拟选址于三江口片区清
凉山、城门山，其中，清凉山面积约 315
公顷、城门山面积约 349 公顷，共计 664
公顷。
研究范围：以植物园用地为核心，
扩展其周边用地的功能及城市空间形
态，总面积约 41 平方公里，重点梳理与
铁头山、南湖城市轴线、火车南站枢纽
以及三江口片区慢行系统的关系，
强化
植物园与城市景观风貌的协调和功能
的相辅相成。

构建三江口
泛植物园生态游览区域
设计目标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标一流、国际视野。在彰显
福州地域特色、山水格局和地带性植物
资源的前提下，
响应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新城核心区的总体要求，
结合三江口
片区交通枢纽、艺术高地、城市门户、国
际交流集中区等优势，通过特色专类
园、数字植物园、文旅植物园等多种建
设方式，打造一个开放多元、国际一流
的植物园及周边城市功能。同时把植
物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引入片区其他公
共开放空间，
构建三江口泛植物园生态
游览区域，
最终形成具有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宜居的、具有特色的全球独一无
二的三江口城市会客厅。
二是准确定位、突出特色。在实现
科学研究、生态修复、科普教育、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目标前提下，
提出具有竞争
力的独特的植物种类、展陈方式、特色
资源和风景特色等。

三是山水形胜、城园相融。三江口
植物园应依托特有的山、水、新城的空
间格局，
综合考虑三江口片区的高铁枢
纽、会展中心、艺术中心、城市山水门户
的特殊功能和定位，
提出契合一园多区
的“布局、建设、运营”
方式，
营造独具特
色的山水城市风景式植物园，
引领福州
现代化国际城市“三江口片区”
的建设。
四是分期有序、弹性发展。综合考
虑交通、资金、特色展示、城区建设衔接
等因素，
合理比选启动区（一期项目，
不
少于 100 公顷），并对植物园一期项目
制定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方案设计）。
五是建、管、营一体，可持续发展。
三江口植物园需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
提下，通过社会资本引入，科普和文、
体、商、旅相结合，科研和产业相互辅
助，
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融合园与城
采取“园中之园”
模式建设
总体规划设计内容包括：
植物园功
能定位与发展策略、三江口片区园城融
合发展建议、
植物园总体设计、
生境保护
与营造设计、
专类园总体布局、
植物园生
态旅游策划、
露地专类园植物设计、
温室
植物设计、
建筑设计、
道路交通及慢行系
统设计、
导览及标识设计、
运营管理体系
设计、
建设时序、
植物园一期建设范围以
及方案设计、
投资估算等。
制定切实可行的交通衔接方式、用
地调整策略、运营管理方式、旅游开发
路径等，
推进三江口片区实现从交通枢
纽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以生态
保育与生境营造为重点，
营造丰富且具
有本土特色的植物园生境，
从而充分彰
显植物园的生物多样性。
为实现“园与城”
的融合，
植物园拟
采取“园中之园”
模式建设，
方案应结合
植物园定位与特色，提出特色鲜明、价
值突出的植物专类园类型，
如依托现有
清凉山公园建设杜鹃专类园、依托城门
山茉莉花田建设市花园等，
实现植物园
的公共性。
在不超过植物园承载力的前提下，
策划植物展陈主题、开发生态旅游活动
与路线，建造可自身造血的文旅植物
园；
提出“一园两区”
间慢行系统的连接
方式，
巧妙构建相互之间连接的慢行廊
道及城市活力带；
创造植物适宜的生存
空间和游人舒适的游览环境，
并充分利
用风、水、地热、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减
少建设投资和降低运营成本；以 5A 级
景区为参考，
提出植物园可持续运营的
有效途径。
（何佳媛）

市民
购买品尝
印尼美食。

榕举办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
【福州晚报讯】 5 月 4
日至 5 日，2022 年侨家乐·
福建省华侨美食风情文化
节闽越水镇专场举办。
彩虹糕、芭蕉卷、椰丝
糕等充满东南亚风情的“华
塑美食”，重现了福州华侨
美食的珍贵记忆……印尼、
新 加 坡 、缅 甸 、菲 律 宾 、越
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

地等有代表性的南洋美食
料 理 ，更 是 让 游 客 食 指 大
动，
流连忘返。
“华侨美食是华侨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市
侨联党组书记林高星介绍，
本次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
是为了宣传、弘扬榕籍海外
侨胞爱国爱乡的桑梓情怀，
推介、传播福州华侨文化和

华侨美食的一场盛会。
除了本次美食节，福州
市侨联还将开展系列专题
活动，深入挖掘福州华侨文
化内涵，全面展现福州侨乡
新貌，打响福州的华侨文化
品牌，更好地凝聚侨心、汇
聚侨力。
（毛 小 春 林 晗 林 双
伟 文/图）

养老不离家 贴心又舒适
福州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项目，
应对
“银发浪潮”
【福 州 晚 报 讯】 今年以
来，福州市在福建省率先启动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项目，依托
专业服务机构，为老人居室环
境提供适老化改造和居家养
老 服 务 ，成 为 福 州 积 极 应 对
“银发浪潮”
挑战的新尝试。
“专业又贴心，比我想象
中的好！”日前，家住台江区上
海街道的陈宝燊和邻居分享
起签约家庭养老床位以来的
感受，逢人便说起这项便民服
务的他，俨然成为政策“宣传
员”。
78 岁的陈宝燊晚年丧偶，
曾于 2021 年 8 月入住位于上
海街道的万颐·智汇坊社区养
老照护中心。照护中心内细
心周到的服务让陈宝燊精神
状态和身体状态逐渐好转，当
得知万颐推出家庭养老床位
服务后，他便和家人商量，将

这些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和适
老化的设施设备“搬到”
家中。
照护中心的专业人员很
快根据陈宝燊的身体评估情
况，在他的家中进行了无障碍
改造，安装了移动老年伴侣、
SOS 紧急呼叫器等远程看护设
备。
“ 不仅如此，我们还安排了
保洁人员每两周到他家进行
保洁服务，医护人员定期上门
为他做生命体征的测量和记
录 、基 础 的 护 理 指 导 等 。”万
颐·智汇坊社区养老照护中心
负责人曾晓燕表示。
签订家庭养老床位后，陈
宝燊也仍是万颐的一分子，他
白天到万颐参加活动，和院内
长者一起打打麻将，中晚餐孩
子不在家就到万颐吃饭，餐后
散步回家休息，满足老人“养
老不离家”
的愿望。
据介绍，家庭养老床位相

比机构养老院的床位成本较
低，且符合较多老年人“住家”
养老的观念，也能够引导改变
老年人的养老消费观念，从单
纯接受家人服务和社会免费
服务，转化为按经济能力主动
向服务市场购买个人所需的
养老服务。
作为中国首批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
点城市，福州对于养老服务的
探索从未止步，从试点打造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到
长者“食堂+学堂”遍地开花，
再到养老床位“搬”进家门，实
现了养老机构数量、养老服务
内容、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巨大
提升和转变。如今，福州市正
朝着“让老年人在家享受专业
的机构养老服务”的目标不断
迈进。
（叶欣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