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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
放，加快构建以中国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连日来，一个个装载着生猛
渔获的集装箱，从万里外的西非
毛里塔尼亚综合远洋渔业基地出
发 ，跨 越 大 西 洋 ，靠 岸 福 州 马 尾
港，随后被运至宏东渔业股份有
限公司马尾总部及连江县宏东远
洋渔业产业园。经过加工，充溢
着大海味道的各类产品便出现在
中国各地，以及巴西、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家。
“50 多年前和爷爷划着小舢
板在海边捕鱼时，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能在非洲建起中国最大的
境外远洋渔业基地，造大船、闯深
海、捕大鱼的梦想照进现实。”宏
东渔业董事长兰平勇一边带记者
参观产业园，一边谈起学习中国
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体会。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论述，充
分彰显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与
世界共谋发展的坚定决心。宏东
渔业也正得益于此，一步步成长
为中国单体渔船数量最多、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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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最全、产品种类最丰富、产业
链最完整的大型综合渔业企业，
并在南美洲、中东地区复制“毛塔
模式”，实现到全球大洋捕鱼、将
产品卖到全球。
1999 年，乘着“海上福州”建
设的东风，兰平勇和老乡合伙买
了两艘渔船，创立宏东渔业，主要
从事远洋捕捞、深远海养殖、冷链
物流、水产加工、海洋生物等渔业
产业。2013 年，宏东渔业又紧抓
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在毛里塔
尼亚投资 3 亿美元建设大型远洋
渔业基地。这是我国在海外建设
的规模最大的综合远洋渔业基
地，成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
国际渔业合作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
“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
“宏东因‘海上福州’而生，伴
着共建‘一带一路’成长。”漫步园
区，兰平勇若有所思，
“ 中国远洋
渔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仅用
30 多年就走完一些发达国家 100
多年走过的路程，尤其是近 10 年
来，
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是中国
追梦路上的鲜明特色，亦是宏东
渔业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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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晚报讯】 记者 15 日获悉，
福
建省商务厅等 9 部门印发《加快推进预
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按照
“做强闽菜大产业、畅通闽菜大物流、
建设闽菜大市场、服务闽菜大民生，打
造闽菜产业全链条”总体要求，推动福
建预制菜成为富民强省的特色产业，
打造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高地。
根据措施，福建省将在马尾、连
江、福清、平潭等地发展以水产品为重
点的预制菜产业基地。打造预制菜产
业园区，支持福州元洪投资区中科经
纬预制菜产研城建设，打造福建省内
首家预制菜产业园和中印尼“两国双
园”预制菜产业示范园区；支持马尾供
销预制菜供应链产业园建设；支持福
清元洪投资区保罗（元洪）国际大健康
食品产业园建设，打造预制菜生产加
工基地；支持利嘉国际食材产业园打
造预制菜产业博览园；支持正祥海峡
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建设。
措施提出：培育一批涵盖生产、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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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长”扬帆全球

位于毛里塔尼亚的综合远洋渔业基地。 （宏东渔业供图）
标记。经过发展，宏东渔业已拥
有各类船舶 170 艘，在马尾建有欧
盟标准冷库和加工厂，在连江县
建有 500 亩的远洋渔业产业园和 7
万平方米的水产品交易市场，来
自太平洋的金枪鱼、大西洋的带
鱼、墨鱼等优质海鲜直接“游”上

榕城百姓餐桌。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
立足福州，
再
出发、再创新、再创业。”眼下，
“福
州船长”兰平勇有了新目标：在国
外，与阿曼、印尼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渔业项目合作，
新建专

福建省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乐享

专版

打造
“福”
文化系列预制菜
链、仓储、流通、营销等环节的福建省
预制菜龙头企业，培育一批跨区域的
预制菜仓储冷链物流龙头企业。引
导、支持预制菜生产企业设立、扩大研
发厨房，加大闽菜研发及闽菜工业化
生产、标准化转化。培育“+旅游”新业
态，鼓励龙头企业建设集生产、加工、
科研、商贸、旅游、文化于一体的预制
菜文化产业园、观光车间、观光工厂
等，
开展工业、农业旅游。
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团体等组
织参与标准制定和修订工作，以龙头
企业优势抢占行业标准“制高点”，打
造预制菜“福建标准”，推动“福建标
准”
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对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自
营平台，实现福建预制菜年网络零售
额超过 1 亿元的企业，择优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鼓励商场、超市、便利
店、火车站、机场设立预制菜、预制食
品专区、专柜，支持各地城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推动预制菜知名品牌

产品进社区、工厂、医院、景区、服务
区，
便利居民和游客消费。
多形式全方位推广预制菜，推动
预制菜拓展海内外场。举办形式多
样的线上线下预制菜促销活动，支持
开展预制菜产业专项主题展、八闽美
食嘉年华、闽货华夏行等系列活动，
培育和打造福建预制菜产业一站式
展示、交易空间。集成推介八闽华侨
美食文化，构建“福建省华侨美食风
情文化节”特色美食展销节庆活动。
生成推广一系列以国别地区为鲜明
标签且富含“侨韵侨味”的特色预制
美食。
打造“福”文化系列预制菜，鼓励
各地以“闽菜馆”为重点，推出系列“福
宴”
“ 福小吃”
“ 福菜”。鼓励餐饮经营
单位研发并推广具有福建各地特色的
预制菜品和名小吃，对“福宴”
“经典闽
菜”
“ 闽菜药膳”等菜品原料进行前期
加工，
推出半成品、成品预制菜。
（江海）

业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让“海上
粮仓”
更丰盈；
在中国国内，
打造福
建省首个深远海智慧渔旅平台，
深
度参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
基地建设，
做大、
做强、
做精远洋渔
业产业链，
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林文婧）

福清建设
“中国鳗谷”
项目横跨上迳镇、渔溪镇等多个片区
【福 州 晚 报 讯】 15
日，位于福清市的星马·福
清鑫鱼绿色生态循环水养
殖基地（白鸽山万亩产业
基地）建设现场，
“ 扎根三
福之地，打造‘中国鳗谷’”
的标语格外醒目。这里有
成片的工厂化循环养殖车
间，还有挖掘机、运料车往
来穿梭，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
养殖车间内，通过技
术创新打造的内外双循环
系 统 有 效 运 行 ，可 节 约
90%水资源，解决传统养
殖模式大排大放的难题；
养殖车间外，露天放置着
一个个白色大盆，这里培
养了大量的硅藻、小球藻、
光合菌等。科技养殖让养
殖水体的水温、溶解氧、ph
值、氨氮含量等一系列因
素变得可控。

作为天马科技集团倾
力打造的全球首个鳗鲡数
字化、智能化全产业链园
区，白鸽山万亩产业基地
项目横跨福清市上迳镇、
渔溪镇等多个片区。基地
采用“种养一体化”
“ 渔光
一体”模式，实现鱼菜和谐
共生和清洁能源的转换，
建设全国养殖规模最大的
现代鳗鱼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园。
据悉，白鸽山万亩产
业基地以发展特种水产养
殖为主，向智慧渔业、休闲
文旅等延伸为辅。基地打
造集产业研发、种苗繁育、
养殖总部、休闲文旅、智慧
数字中心、产业培训于一
体的数智化渔业全产业链
体系，目标是成为“中国鳗
谷”
。
（王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