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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福州：：接续奋斗接续奋斗，，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本报记者 段金柱 吴旭涛 卞军凯适逢“3820”战略工程实施 30 周年之际，闽江两岸，榕
城大地，发展热火朝天——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破土动工，创新驱动将有新引
擎；位于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的中景石化 120 万吨多元共
聚聚丙烯项目冲刺投产，大项目引领稳住经济大盘；三江
口植物园加快筹建，助力福州打造海滨、山水城市……

上世纪 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编
制了《福州市 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3820”战
略工程），对世纪之交的福州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3820”战略工程
设定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福州市委、市政府牢记嘱托，制
定出台《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 加快建设现代化
国际城市行动纲要》，传承弘扬思想精髓，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攀上新高峰。

接续奋斗，成效显现：福州地区生产总值 2020 年突破
万亿元大关，2021 年达 11324.48 亿元，位居全省首位、全国
省会城市第十。今年一季度，福州扎实开展“提高效率、提
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在“五个一批”项目正向激励综合
考评中位居全省第一。

建设“六个城”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夏日，走进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一派繁忙
景象：在码头建设工地，3#～6#泊位正火热施工，母港一期
生活配套区加快推进；交易中心成功挂牌出让……

“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是全国第三个、全省
唯一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也是推进‘海上福建’‘海上福
州’建设，做好海洋经济大文章的重点项目。”连江县有关
负责人介绍，基地从 2020 年至 2028 年分三期实施建设，力
争建成后年靠泊服务远洋渔业及相关船舶 600 艘，实现远
洋生产量 40 万吨、远洋渔获进关量 100 万吨，助力福建远
洋渔业产量、产值新突破。

沿江向海，动力澎湃。近年来，福州市持续发力“海上
福州”建设，推动海洋经济全面转型，2021年海洋生产总值
达 2850亿元，稳居全省首位。

以“海上福州”为代表，“3820”战略工程为福州擘画的
宏伟蓝图，已经变成壮美现实。更高起点再出发，福州市提
出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重点建设滨海新城、大学城、东南汽车城、丝路海港城、
国际航空城、现代物流城等六个城，打响海上福州、数字福
州、新型材料、海港空港、闽都文化等五大国际品牌，实施
九大专项行动，全面迈向国际化。

在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中国移动（福建福州）数据中心
已部分建成，全部建成后可容纳 24 万台服务器，为滨海新
城夯实“数字基础”；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启动“双航站楼、双跑道”二期扩建
项目，全力建设国际航空城；

位于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的中景石化 120万吨多元共
聚聚丙烯项目冲刺投产，将打造全球最大单产聚丙烯基
地，助力建设丝路海港城……

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驱动力。福州在搭建创新平
台、培育创新企业、聚集创新人才、厚植创新土壤上下足
功夫。

5 月 14 日，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在福州高新区破土动
工。这里将瞄准制造业高端技术短板，培养产业工匠式领
军人才。放眼福州大学城，十余所高校源源不断输出创新
动能，成为我省最大的高等教育和产学研基地以及高级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交流的中心。

为提升城市创新能级，去年，福州启动科创走廊建设，
将打造国内一流的科技创新集聚地，实现科学城与老城区
联动发展；今年又启动“闽都院士村”建设。当前，福州以中
国东南（福建）科学城、福州软件园、旗山湖“三创园”、晋安
湖“三创园”等主要产业园区为支撑，将形成“一城四区，十
片多点”的科创走廊空间格局。

创新驱动，带来硕果累累。不久前，福建博思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承担的“基于深度学习及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人工
智能自助服务平台”项目通过验收。这是福州市重大科技
项目，将实现高效精准的电子票据服务，可有效提升“数字
福州”智能化建设水平。

像博思一样，福州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增长。今年初，科技
部公告了福建省 2021年认定的第一、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福州共有1163家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21
年福州高新技术企业净增710家，净增数居全省第一位。随着
近年福州R&D稳增计划的深入实施，去年经费投入总量达
225.5亿元，总量连续5年保持全省第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和国家、省工程研究中心平台数达30个，稳居全省前列。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当
前，福州市在全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深入实施“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
行动，打出政策“组合拳”，做好稳增长、稳市场
主体、保就业等工作。

“为扎实做好‘两稳一保一防’各项工作，我
们积极主动作为，加快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加强
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同时，狠抓政策落地，
要求各级干部深入一线深入企业，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提高服务实效。”福州市领导说。
稳增长，就要靠前服务稳项目。近日，罗源

福蓉源年产 18 万吨消费电子铝型材及精深加
工项目建设迎来加速期。这一项目，从开始接触
到正式开工，还不到 100天。

这背后，是罗源县的专班服务。“项目涉及
土地环节手续多、节点多，我们研究制定土地预
审机制，与多部门配合，在土地挂牌阶段就提前
介入，现在可做到‘交地即开工，拿地即拿证’。”
罗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介绍。

据悉，该县成立签约项目挂钩推动工作专
班，结合“千名干部进千企”专项行动，派出干部
到企业上门服务，并建立“代办员”工作机制，打
造全过程管理、全流程服务、全要素保障、全周
期跟踪的服务链，今年第一季度累计协调解决
项目问题数 197条。

包括福蓉源所属的冶金产业链在内，目前
福州已梳理出 16 条重点产业链，创新推行“链
长制”，由市领导担任“链长”，龙头企业担任“链
主”，着力强链延链补链。去年，136 家龙头企业
对工业经济贡献率达 72.5%，为加快高质量发展
打造出动能澎湃的“火车头”。

稳市场主体，就要优化营商环境。近日，福
州市为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减少疫情对旅
游业市场主体的冲击，发布促进旅游业复苏九
条措施等政策；各县市区纷纷跟进，如长乐区出
台《积极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
困解难若干措施》。

有好政策，还要高效对接让市场主体满意。
日前，方舟行（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需要办理成
品油零售经营电商试点申请手续。但受疫情影
响，工作人员无法从厦门前来福州具体办理。相
关部门得知情况，立即着手对接代办，仅用半天
就办好了有关手续。公司负责人陈世涛连连感
慨：“这里的营商环境真不错！”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很关键。目前，福州已实施
900 多项改革举措，同时以“互联网+政务服务”
改革为抓手，在全国率先推行行政审批全流程
电子证照、智能辅助审批等数字化应用，全市
97.85%的审批事项实现在线申请、网上预审或
在线审批。

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纷至沓来。去年
以来，福州市各大工业（产业）园区落地项目超
500个，总投资超 2500亿元。

在“保就业”上，福州用好用足“好年华 聚
福州”品牌，通过举办专场招聘会、人才对接会
等，当好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红娘”。去年下半
年以来，福州市人社局举办了一系列“线上+线
下”“综合+专场”等形式的招聘活动，已为 2022
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10.5 万个就业岗位，帮助 3.2
万人达成就业意向。同时，还提供求职免费住
宿、免费代办人才集体户落户、发放生活补贴等
服务，助力“保就业”“稳就业”。

打出“组合拳” 精准服务稳住经济大盘

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城市，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福州牢记嘱托，坚
持人民至上理念，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
美好，更好地造福人民群众。

近日，在福州台江区苍霞社区的“苍霞人家”生活馆门
外，墙壁上一排大字“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会把好事办
好”，吸引不少人驻足留影。上世纪 90年代，这里是一片低
矮破旧的棚屋区。2000年之后，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同志的关心下，这里相继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等改
造项目。到 2001 年 5月 1日，社区 3441 户近万人的安置回
迁房全部竣工。

历经 20 多年，当年居民回迁的崭新楼房，已变成老
旧小区。去年 9 月，福州市、台江区传承好的理念做法，推
动苍霞社区新一轮改造，打造出由长者食堂、儿童梦想空
间等组成的民生服务综合体，改造项目获全省城乡建设
品质提升老城更新样板项目第一名。

以苍霞新城为代表，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州全市改
造城区连片旧屋区 562 个、整治老旧小区 1587 个，惠及
群众近 70 万户。到目前，累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4.6 万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6.3 万套，让市民的居住品质有了跨
越式提升。

提升城市品质，还要下“绣花”功夫。近日，福州三江
口植物园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这里将开展植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和利用，挖掘本地植物科学领域
名人故事，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山水城市植
物园，打造成福州生态新名片。

为建设好海滨城市、山水城市，近年来，
福州持续推进河湖水系治理，对城区 139 条
内河展开综合整治。通过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河长日”机制等，全市河湖水质达“十三
五”以来最好水平。在此基础上，今年 4 月，福
州市又启动“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同
时，“两江四岸”也迎来美丽升级，多条精品
景观带旅游线路，串起长达 140公里的江岸线。

城市面貌更美了，还要深入挖掘城市的“里子”——
文化底蕴。近年，福州市保护修复了“三山两塔”、上下杭、
烟台山等一批历史风貌区，建成开放一批特色历史文化
街区、传统老街巷，修缮各类古建筑、历史建筑 1300 多
处，以尊崇之心，守住文化的“根”与“魂”。

尤其是 2021 年 7 月，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成
功举办，开启了福州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的新征程。

“我们正持续放大‘后世遗’效应，加强古厝修缮保护和活
化利用，擦亮福州古厝、温泉之都等特色名片，打响闽都
文化国际品牌。”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 1 月，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新馆开馆，乌山历史
风貌区二期开放；3月，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WMF）

发布“2022 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永泰庄寨“黄氏父
子三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建筑文物；……

如 今 ，福 州 这 座 有 福 之 州 ，真 正 成 为 百 姓 的 幸 福
之城：

这里“老有所养”：目前已建成 133 家长者食堂，今年
还将新增 70家，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

这里“幼有所学”：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改扩建公办幼
儿园 159所、中小学 226所；

这里“病有所医”：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从4.15张提
高到5.35张，持续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

这里“处处是公园”：目前，福州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
升至 43.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82 平方米，近 1500
个大小公园星罗棋布，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见园”。

打造“有福之州” 海滨山水城市更美好

位于鼓楼区的
福山郊野公园成为
很多福州市民休闲
锻炼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段金柱 摄

▲

▲ 福州启动2022美丽乡村旅游季活动，加快文旅经济发展。图为端午
假期，游客在罗源县白塔乡百丈村开启红色文化之旅。（福州市文旅局供图）

▲ 4月29日，随着地铁5号线开通，福州迈入地铁
“三线时代”。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陈暖 摄

“海上福州”
加快建设。图为
全国第三个、全
省唯一的国家级
连江远洋渔业基
地。 杨柳州 摄

▲

福州发展日新月异福州发展日新月异。。图为滨海新城新貌图为滨海新城新貌。。林双伟林双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