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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健身”
大黄鱼上市
福州深远海养殖模式获中国央视点赞
福建省乡村振兴热度指数评价结果发布

全省综合排名 晋安区居首位

大黄鱼的
“健身房”
——
“定海湾”
系列平台。林双伟/图

大黄鱼捕捞上市。连江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多米、宽 32 米，
相当于 4 个篮球场大小，
养
殖水体 15800 立方米，
可投放 20 多万尾大
黄鱼，年产量 200 多吨。该平台还可以自
动旋转和风力发电，
抗风能力达 15 级。
“近岸的渔排养殖和网箱养殖的活动
范围有限，大黄鱼易出现‘臃肿肥胖’现
象。深远海养殖平台所处海域的水质更
好、水流更急、空间更大，
大黄鱼就像住进
了健身房，可以天天‘健身’，因此肉质更
鲜美。
”
卢统锋介绍。
而且，由于定海湾海域地处闽江、敖
江入海口，咸水与淡水在这里交汇，水质
标准达到国家标准二类以上，
适合作为大
黄鱼的养殖牧场。

【福州晚报讯】 作为中秋家宴一道大
菜的大黄鱼，有飞“黄”腾达、年年有“鱼”
的美好寓意。眼下，连江大黄鱼双喜临 “深海舰队”
集结上了中国央视
门：
数十万尾在“深海健身”
的大黄鱼捕捞
“定海湾”系列平台是福州“百台万
上市；
深远海养殖模式亮相央视新闻频道 吨”
生态养殖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财经频道。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水技站工程师
王为刚介绍，
这类平台可解决近岸养殖空
大黄鱼有了“深海健身房”
间不足、养殖设备抗风浪能力弱等痛点，
大黄鱼，
又称黄瓜鱼，
体色金黄、肉质 让养殖空间从 200 米的近岸区域直接向 3
细嫩、营养丰富，为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 公里的外海迈进，
推动大黄鱼等渔业养殖
海水鱼和八大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 从内湾养殖向深远海、机械化、智能化、生
有着“国鱼”
之称。
态化等转变。
连日来，
在连江县筱埕镇的定海湾海
早在 2019 年，福州市就投用了中国
域，夕阳余晖洒在海面上，泛出金黄一 首个深海自动旋转大黄鱼养殖平台“振渔
片。渔民吴传清等人来到距离岸边约 3 1 号”。截至目前，福州市已在连江海域
公里外的海域，登上了深远海养殖“定海 投用 9 台深远海养殖平台，其中大黄鱼养
湾”系列平台，捞起一条条活蹦乱跳的成 殖平台 5 台。
品大黄鱼。
为了推动大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
福
“一条鱼有 1.5 公斤重，
每公斤售价达 建首个大黄鱼深海智慧渔旅平台——宏
200 多元。
”
吴传清兴奋地说。
东号也将于本月建成。该平台配备休闲
“近岸养殖的大黄鱼，
身材比较短，
口 渔业中心、海洋科普中心和餐饮住宿区，
感也比较松。而深远海养殖的大黄鱼，
身 福州市民和游客可以获得“现购、现捞、现
材比较长，肉质结实，吃到嘴里清甜、鲜 煮、现吃”
等一站式体验。
嫩，更受市场欢迎，价格也能翻两番。”大
9 月 6 日和 7 日，中国央视财经频道
黄鱼经销商陈群说。
和央视新闻频道分别以《福建连江：深远
为何这里的大黄鱼更“香”呢？连江 海养殖大黄鱼捕捞上市》和《福建连江：
深
鑫贸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统锋告诉记 远海养殖大黄鱼喜获丰收》为题进行报
者，
这得益于大黄鱼的“健身房”
——深远 道，点赞连江的深远海养殖模式和福州
海养殖平台。
“百台万吨”
生态养殖平台建设。
据介绍，
“定海湾”
系列平台总长达 60
（郑瑞洋）

【福州晚报讯】 由福建
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福建省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
编制的 2022 年福建省乡村振
兴热度指数评价结果 13 日发
布，福建全省综合排名前十
的县（市、区）中，福州晋安区
位列第一。
近年来，福建省各地乡
村振兴工作取得很大突破，
为客观评价各地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情况及基层百姓的
主观感受，去年福建省首次
发布了评价指数。该指数从
“宣传度、参与度、反响度、获
得感”
（简称“三度一感”
）四
个维度开展指数评价，得到
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
今年初以来，为进一步
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振
兴热度指数”课题组对体系
进行了优化，包括扩大了乡

村振兴工作评价的内容；进 惠安县、云霄县、同安区、武
一步听取了一线干部群众等 平县。
对完善评价工作的意见建
“宣传度”排名前十的县
议；增加了第三方电话调查 （市、区）是：平潭县、武夷山
佐证；使用了电力大数据支 市、长乐区、城厢区、仓山区、
持，通过第二产业用电、第三 新罗区、漳平市、永定区、明
产业用电、居民用电、农村基 溪县、
福安市。
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性等
“参与度”排名前十的县
电力大数据，分析乡村产业 （市、区）是：连江县、建瓯市、
发展情况、家庭电气化水平、 福清市、松溪县、寿宁县、云
乡村生活富裕程度、乡村“空 霄县、仙游县、长泰区、浦城
心化率”等，以进一步提升乡 县、
鼓楼区。
村振兴热度指数的可信度和
“反响度”排名前十的县
权 威 性 ；还 调 整 了“ 三 度 一 （市、区）是：晋安区、闽侯县、
感”
权重。
闽清县、寿宁县、屏南县、浦
城县、政和县、仙游县、马尾
□相关链接
区、
罗源县。
2022年福建省乡村振兴
“获得感”排名前十的县
热度指数评价结果 （市、区）是：寿宁县、松溪县、
综合排名前十的县（市、 晋安区、闽侯县、永泰县、将
区）是：晋安区、松溪县、寿宁 乐县、尤溪县、光泽县、闽清
县、仙游县、顺昌县、明溪县、 县、
仙游县。
（毛小春）

滨海新城博思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采用罕见方式施工

地面吊起 243 吨连廊
33 米高空跨接
【福州晚报讯】 近日，位
于福州滨海新城的博思人工
智能产业园项目 1 号、2 号楼
空中弧形钢结构连廊顺利完
成提升工作，标志着该项目
向着竣工验收目标迈出关键
一步。
这 2 栋楼的大跨度弧形
钢结构连廊为“混凝土核心
筒+外框”结构体系，最大跨
度约 36 米，总提升高度 32.95
米，提升重量约为 243 吨，是
博思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施
工难度最高、跨度最大的部
分。
自 7 月底开始，项目团队
克服疫情、台风、高温天气、
内弧外架拆除等诸多困难，
多措并举、精益求精，确保钢
结构连廊施工顺利推进。
本次提升共设置 6 组提
升吊点，每个点配置 1 台液压
提升器，由专人进行全程全
方位数据监测，并由现场指
挥中心统一对每个提升吊点
进行数字化管控。提升过程

空中弧形钢结构连廊在抬升中。 受访者供图
采 用“ 原 位 组 装 + 三 层 面 拼
装+液压同步提升”的方法，
将钢结构连廊按原方案组
队，地拼完成后采用后拼方
式整体提升就位。
与传统高空散件拼装、
分片吊装嵌补等安装方式相
比，这种方式减少了绝大部
分的高处作业，将施工高度
从 32.95 米降至地面，可以实
现更高精度的测量定位及误
差控制。
博思人工智能产业园，
位于福州新区滨海新城壶江

路北侧、漳江路西侧、金滨四
路东侧，占地面积约 102 亩，
规划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研
究、产品研发、产业孵化、培
训交流、文体中心等。建成
后将成为博思人工智能与云
原生技术研发、应用的重要
基地，吸纳中国各地高新技
术人才，推动“数字采购”
“智
慧 城 市 + 数 字 乡 村 ”业 务 发
展，助力政府创新城市治理
模式，实现新区产业数字化
升级。
（徐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