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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克服疫情影响 实施五大专项行动

40 条措施出台 决胜年末收官战
【福州晚报讯】 近日，福州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克服疫情
影响决胜年末收官战行动方案》，
实施五大专项行动、出台 40 条措
施，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增强
市场主体发展信心，努力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行动方
案》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强产业稳增长
巩固农业发展优势。全力以
赴落实 161.5 万亩秋冬种面积，建
立 71 个绿色优质高效秋冬种示范
片，
夯实明年粮油生产基础。
实施龙头企业稳增计划。推
动工业龙头企业第四季度再完成
产值 1500 亿元以上。深入实施产
业链链长制，以链主企业带动上下
游中小微企业稳步恢复，力争全年
57 家链主企业产值增长 10%以上。
实施园区标准化深化行动。
完善“1+1+N”政策体系，全年推进
320 项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项目

建设，
完成投资 550 亿元。
促进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
物流与供应链平台经济产业链建
设，初步形成购销供应链体系，力
争全年规模 100 亿元以上供应链平
台达 10 个，企业销售额突破 4000
亿元。加快平台经济集聚发展，到
年底新引进 30 个平台经济项目，推
动总数超 350 个。
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力争全
年新增科创走廊载体 100 万平方米
以上，R&D 经费投入总量达 255 亿
元，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3200 家。全
年新增各类研发平台、双创载体超
40 个。

抓项目扩投资
提速重点项目建设。力争省
市重点项目四季度完成投资 1100
亿元。加快项目开竣工，推动四季
度 开 工 建 设 108 个 、竣 工 投 产 93
个。
深化项目前期攻坚。深化“放

管服”改革，跑出审批“加速度”，四
季度确保完成审批节点 988 个，推
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
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抓紧谋
划四季度 100 个亿元以上新增项
目，提前梳理 2023 年项目盘子，聚
焦重大交通、水利、新型基础设施、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市品质提升
等领域谋划生成项目。
全面加速招商引资。针对 16
条产业链等 400 个招商线索展开集
中攻坚，力争再引进高质量产业项
目 150 项。建立省市重大招商项目
磋商会议机制，协调解决五矿长远
锂科等重大签约项目落地问题，力
争再开工动建 60 个重大项目。

促消费稳市场
激发消费活力。年底前安排
4000 万元开展“全闽乐购·惠聚榕
城 ”促 消 费 活 动 等 多 样 化 促 销 活
动，结合推广数字人民币，鼓励线
上线下相融合，对重点商圈、夜色

经济示范区等线下消费场景予以
适当倾斜。加快会展业恢复举办，
在年底前谋划举办福品博览会、文
旅中国元宇宙生态大会等 30 场展
会、会议。
提振文旅市场。在全面落实
已出台促进旅游业复苏措施的基
础上，对组织外地游客（福州辖区
以外）在福州市游览并住宿的予以
适当奖励。
加强外贸企业帮扶。安排 50
万元支持外贸企业参加 2022 年福
品博览会，对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
企业给予展位费支持，每个标准展
位不超过 1 万元，每家企业最多补
助 2 个标准展位。

优服务惠企业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对 2022
年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因抗疫要
求政府通知征用、暂停运营、临时
关闭场所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
的 小 微 企 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在 用

水、用电、用气上实行“欠费不停
供”政策，缓缴期可延续至 2022 年
12 月底，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推动企业稳岗稳工。对不裁
员、少裁员的企业落实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上年度企业和
职工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返还，
中小微企业按 90%返还。
支持企业引工用工。继续开
展“好年华·聚福州”系列活动，推
动高校毕业生就业。

保安全促稳定
对受疫情影响的县（市）区核酸
检测、隔离管控、流调溯源、方舱医
院建设、防控物资采购等疫情防控
支出予以一定补助，对近期受疫情
影响相对较重的鼓楼、台江、仓山、
晋安和闽侯等县区予以适当倾斜。
实施基本生活救助适度扩围
政策，将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
纳入保障范围，实施医疗、教育、住
房等专项救助。
（马丽清）

分批有序恢复堂食、恢复线下教学、开放公园景区……

烟火榕城逐步归来
17 日，福州五城区学校恢复
线下教学，鼓楼区、台江区、晋安
区、闽侯县、高新区也分批有序开
放部分重点公共场所，福州市民
熟悉的生活逐步回归。记者走访
榕城餐馆、学校、公园景区等地，
记录了正在复苏中的榕城景象。

随后，记者又来到中防万宝 恢复线下教学，在做好防疫教育
城。进店顾客无需提醒均能主动 的同时，各校（园）还精心准备了
扫码测温，等待期间也都佩戴好 精彩的欢迎仪式，上好复学后的
口罩。
“第一课”，为孩子们开启崭新的
记者从万象九宜城、
宝龙广场 校园生活。
的商管公司获悉，
得到可以恢复堂
一大早，各校教职员工就来
食的消息后，
相关部门和商管公司 到校门口，学校消毒、测温机器一
第一时间对复工餐饮单位开展店 应俱全，
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恢复堂食
内卫生环境检查和食品安全检查，
教室里，再测一次体温。课
重拾美好“食”光
要求所有食材必须严格索证索票 堂上，老师们首先讲解了复学后
作为“烟火气”的代表，恢复 进货查验，保证食品安全。此外， 的防疫注意事项，提醒大家注意
堂食抚慰人心。恢复堂食首日， 明确要求所有复工餐饮单位进行 上学、放学安全。
福州各餐饮单位、商超的防疫工 全面消杀，入口处摆放消毒物品，
开学第一课，
除了说
“防疫”
，
各
作做得如何？17 日晚，记者在多 从业人员为无疫小区和低风险小 校也从心理疏导的角度出发，
让孩
个商圈走访了一些餐饮企业和商 区人员，
从业时必须佩戴手套和口 子们尽快适应线下学习生活。
超。
罩，
店内定时消毒通风。
公园景区开放
“您好，请扫码进场。”17 日晚
五城区复学
落实防疫措施
7 点，记者来到万象九宜城，每当
先上防疫课心理课
有顾客进入，值守保安都会热情
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闽
迎上，请顾客扫码、测温。入场堂
17 日上午，因疫情按下“暂停 侯 县 、高 新 区 的 文 化 馆（站）、景
食的顾客都按提示间隔入座。
“每 键”的福州五城区校园，再次传出 区、公园等公共场所 17 日起分批
有序开放。
个 人 都 是 自 己 健 康 的 第 一 责 任 琅琅书声和欢声笑语。
人。这样做对别人负责，也对自
此次鼓楼、台江、仓山（部分
记者从福州市博物馆获悉，
该
己负责。
”
福州市民陈芝怡说。
年段）、晋安（新店镇除外）、马尾 馆与所属馆所华林寺、福州文庙、

二附小学生复课后认真听讲。 叶诚/图
闽王祠、邓拓故居、福州辛亥革命
纪念馆、
福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展示
馆等 17 日 14：
30 起恢复开放。
三坊七巷、上下杭景区和鼓
岭旅游度假区也于 17 日恢复对外
开放，市民进入景区前需落实“戴
口罩、测体温、出示 72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扫场所码”等防疫

措施。
此外，福州市儿童公园、茶亭
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闽
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等均已开
园，相关的餐馆、大众茶馆、游乐
设施、书屋等场所有序恢复营业，
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接待量的
50%。
（江海 林铭 管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