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3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尹荔
电话:(0591)87095974 要闻

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经济关注

本报讯 （记者 王永珍 通讯
员 李潇 孙倩） 前日，全国首单红
树林蓝碳生态保护保险在福鼎市试
点落地，将为全市红树林提供 1875
万元损失风险保障。

福鼎是中国红树林资源自然分
布的北端区域。长期以来，该市加强
投入，逐年扩大红树林种植面积，构
筑绿色生态屏障。今年，该市还成为
全国第一个引进蚂蚁森林基金用于
红树林造林的城市，完成了 1000 亩
红树林种植。全市现有红树林 3750
亩，主要分布于前岐、佳阳、店下等
乡镇，并有柯湾、巽城和罗唇 3 处红

树林保护小区。
红树林被称为“海岸卫士”“海洋

绿肺”，在消浪护岸、净化海水、固碳
储碳、科学研究与生态体验等方面有
着极高的生态价值。相关数据显示，
人类活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以碳
计约为 55 亿吨，其中海洋吸收了其
中的三分之一左右。海岸带植物生物
量 虽 然 只 有 陆 地 植 物 生 物 量 的
0.05%，但每年的固碳量却与陆地植
物相当。作为蓝碳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树林正越来越多地被开发成蓝碳
作为自愿减排量在碳市场交易。

针对红树林生长相对缓慢，存

活率较低，容易受病虫害、项目建
设、排污等自然、人为事件的影响，
也无法通过规模机械化的操作来实
现大面积补种等问题，福鼎市政府
与中国人寿财险福建省分公司积极
探索绿色金融创新，为这一宝贵的
海洋蓝碳绿色资源提供风险保障。

据国寿财险福建省分公司农险
产品研发科刘锋介绍，红树林蓝碳
生态保护保险将投保地理区域内的
红树林资源面积、种类进行划分，对
其生长过程中面临的物种入侵和特
有病虫害进行研究分析，保险责任
除了一般性的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

以外，还包括了三叶鱼藤、互花米草
等有害物种入侵及团水虱、藤壶等
红树林保护区病虫害。

此 单 保 险 由 福 鼎 市 林 业 局 投
保，赔款不仅可用于救治、修复保险
标的，也可用于改善红树林蓝碳生
态环境而投入的必要、合理的施救
有关费用支出。

福鼎市林业局局长陈加仁表示，
政企联手创新红树林蓝碳生态保护
保险，借助保险杠杆作用，将扩大政
府专项资金使用效应，加强红树林保
护区风险管理，为福鼎市近海生态系
统建设搭建坚实的风险屏障。

全国首单红树林蓝碳生态保护保险在闽落地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王鹏达 文/图） 昨日，中国泉州—俄罗
斯远东航线首航仪式在泉州港石狮石湖码头作业区举行，宣告泉州直通俄罗
斯远东航线正式开通。

俄罗斯是泉州对外贸易的新增长极。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
带动下，泉州对俄贸易需求旺盛，出口不断攀升。2021 年，石狮对俄罗斯出口
额 4.15亿元，增长 19.24％；2022年 1—6月出口额 2.1亿元，同比增长 27.77%。

据悉，此次开通的中国泉州—俄罗斯远东航线将投入 2 艘各 656 标箱船型的
船舶，沿途挂港顺序为泉州石湖港—广州南沙—海参崴港，单程 132小时（5.5
天），船期为双周班。航线开通后，将构建泉州对俄贸易海运物流新通道，推动
泉州输俄货物从泉州口岸“直进直出”，同时还将有力促进海运航线与中欧班
列协同发展，进一步发挥泉州的产业优势和货源优势，推动泉州对俄经贸合
作实现跨越发展。

中国泉州—俄罗斯远东航线开通中国泉州—俄罗斯远东航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 林侃 通讯员 陈嘉
玲） 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近日发
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上涨1.9％，环比下降0.6％；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4.0％，环
比下降1.3％。1—8月平均，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4.3％，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
料价格同比上涨 2.3％，拉动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约 1.54个
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同比下降
1.9％ ，原 材 料 工 业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0.2％，加工工业价格同比下降 0.9％。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1.2％，拉动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约
0.39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1.6％，衣着价格同比上涨 0.5％，一
般日用品价格同比上涨 1.4％，耐用消
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1.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
力类价格同比上涨 24.6％，农副产品
类价格同比上涨 6.5％，纺织原料类价
格同比上涨 3.5％，化工原料类价格同
比上涨 2.1％ , 其他工业原材料及半
成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2.1％。

8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9％

老区苏区是我省基本省情之一。全
省现有 69个老区苏区县（市、区），其中，
原中央苏区县（市、区）40 个，闽东苏区
县（市、区）11个。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苏区人民为
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付出了巨
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省委省政府
始终把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奋力谱写老区苏区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贫困户摘了“帽”、搬进了敞亮的新
居，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活力，荒山秃
岭披上了新绿……如今，老区苏区不再
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正在振兴发展的
道路上展新貌、换新颜。

幸福“加温度”

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村民王灿林
忙并快乐着。

年过五旬的他主业是个司机，今年
他又承包了 30亩葡萄园，还在村里开了
一家火锅店。葡萄园吸纳了村里丧失部
分劳动力的村民和 3 个低保户就业，一
天工资有 200元。作为红色旅游新地标，
下党乡的游客络绎不绝。老王的火锅店
一天就有千把元流水。

尽管忙碌，王灿林却收获了满满的
幸福感。

寿宁是我省重点老区县之一。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闽东第一支农民武装就
在这里成立。但这里也一度是贫苦的模
样。其中，下党乡曾经是我省最贫困的
地方之一，全乡贫困率在 70%以上，是
个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照明电、无财政
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

上世纪 90 年代，下党乡通了公路，
建了水电站，村民靠种香菇、外出打工走
出赤贫。更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最近十年。
当地做足“红与绿”文章，发展生态茶业
和红色旅游，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下党蝶变，是我省推进老区苏区全
面振兴的缩影。

囿于区位、交通等制约，老区苏区
经济社会发展与沿海发达地区尚有差
距。饮水思源，不忘老区。振兴老区，我
省竭尽所能：修订《福建省促进革命老

区发展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各级部门
的职责；出台《关于新时代进一步推动
福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方案》，
形成任务清单；出台我省第一个老区苏
区规划，科学谋划老区苏区振兴发展；
省领导挂钩联系的 38个县（市、区）全部
为老区苏区县（市、区）；全力推动闽西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建设
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复……

不断叠加的帮扶政策，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发展成效、真真切切的幸福感受。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到 2020年底，全省现行标准下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档立卡贫困
村全部退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全部摘帽。建立“一键报贫”等防返贫监
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

——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全省
老区苏区实现“市市通快铁”“县县通高
速”，所有县城实现二级以上公路连接、15
分钟内上高速，基本实现“镇镇有干线”。

——公共服务保障持续强化。老区
苏区所有县成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全面实现低保、特困供养和
临时救助标准城乡一体化，居民主要健
康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战火纷飞中，红旗风展如画；新时
代，幸福生活如诗又如歌。2021 年，全省
革命老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5082.7 亿
元，同比增长 11.11%。

发展“加速度”

不久前落幕的首届全国颠覆性技
术创新大赛上，福建德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参赛项目“电子级三氟化氯产业化
项目”斩获最高奖——优胜奖。

作为一种含氟特种电子气体，电子
级三氟化氯是制造半导体芯片的重要
原料，长期以来高度依赖进口。德尔科
技的创新成果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
白，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电子级
三氟化氯产业化的国家。

德尔科技位于上杭县蛟洋工业园
区。金铜矿曾是这个原中央苏区县的代
名词。如今，当地摆脱了资源依赖，发力
新材料产业。

“我们坚持创新驱动，从金铜采掘，
发展到金铜冶炼，再到金铜精深加工，
同时前瞻性布局发展以锂电池材料、半
导体材料为主要方向的新材料产业。”
上杭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邓平说，去年，
上杭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 196 亿元，近
3年增速均达 50%以上。

昔日“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
游”，今朝发展“加速度”，崛起正当时。
老区苏区立足资源禀赋，突破区位瓶
颈，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近年来，我省加快老区苏区资源型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不锈钢、金、铜、
铝、稀土、石墨烯、氟新材料等产业链的
现代化水平。当下，我省正加快建设电
化学储能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一
批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着力提升老区
苏区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宁德时代湖西
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紫金矿业扩产改
造、长汀 4000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
建等一批老区苏区特色产业项目建设，
打造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
产业基地。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硬实力，
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近年来，我省每年安排省级以上财
政资金 20亿元以上，支持老区苏区发展
茶叶、蔬菜、水果、畜禽、渔业、食用菌等
乡村特色产业，推进老区苏区乡村振兴。

在老区苏区，产业富民的故事俯拾
皆是：在沙县，沙县小吃已从“一元进店、
两元吃饱”，成长为年营业额近 500亿元
的富民产业，并向原料生产、物流配送、
餐饮服务、文旅康养等全产业链进发；在
平和，一粒蜜柚撬动百亿元产值，创下种
植面积、产量、产值、市场份额、出口量和
品牌价值六个“全国第一”；在永安，一根
竹子被“吃干榨尽”，通过三产融合，小竹
子做成了大产业……

绿色“加深度”

尤溪县汤川乡黄林村的 60 岁林农
黄惠明当上了“卖碳翁”。

上月底，我省首笔社会化碳汇造林
项目收益金在尤溪县发放。老黄家有一
片 2.33 公顷的杉木林加入了这个项目。
因为林分质量高，这片杉木林共产生
4502 元碳汇收益，老黄分得 2251 元，是
这次亩均收入最高的“卖碳翁”。

原中央苏区县尤溪是全国南方集
体林区重点县，森林覆盖率达 78.09%。
如何把绿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拓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当地把目光投
向了林业碳汇开发。

去年年底，尤溪县成为全省首个社
会化林业碳汇造林项目县。当地以个
体、集体等零散林权为主体，进行集中
社会化林业碳汇造林，建立碳汇造林示
范片 3.42 万亩。今年，首批 8.8 万吨碳减
排量在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完成交易，成
交额达 149.67 万元，所得收入为全县 14
个乡镇、2000多个农户共同所有。

红色，在岁月激荡中历久弥新；绿
色，激活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如今的
我省老区苏区,青山如黛、红旗招展，红
绿交融焕发新风采。

高举绿色指挥棒，对占全省县（市、
区）总数 40%的 34 个县（市、区）和南平、
龙岩、三明、宁德、平潭五地取消 GDP
硬性考核，把考核重点放到包括生态文
明建设在内的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上；持续推进污染防
治攻坚战，加大生态补偿力度，重点安
排老区苏区重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推
动老区苏区林业碳汇项目入市交易，开
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推
广有机肥替代化肥……

在红土地上做绿文章，我省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绿色“成绩单”：全省老区苏
区水、大气、生态环境保持全优，县级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南
平、三明、龙岩等重点革命老区森林覆
盖率都接近 80%。

在老区苏区，高新产业方兴未艾，
传统产业有了“绿色”打开方式。

革命老区三明市先有工业后有城。
矗立在城中心的三钢集团曾经给三明
贴上了“工业污染严重，城区雾霾不散，
犹如过江乌龙”的标签。痛定思痛,三钢
启动绿色转型。如今的三钢，面貌焕然
一新，不仅产值、利润连年增长，还获得

“AAA国家级旅游景区”授牌。
一批绿色创新经验，从老区苏区走出。
昔日的“红色小上海”长汀是红军

长征出发地之一，也曾是我国南方红壤
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一场绿
色新“长征”改变了这一局面。通过一任
接一任的努力，濯濯童山重披绿装，赤
岭荒山蝶变为绿色家园。水土流失治理
的“长汀经验”从这里走向世界。与此同
时，莆田木兰溪流域综合治理、三明“林
票”制度、南平森林资源运营平台等源
自老区苏区的创新实践，正从深山走向
大众视野，为绿色发展提供了老区苏区
的样本和智慧。

初心不改，谱写老区新篇章
□本报记者 张辉

本报讯（记者 林蔚） 昨日，由省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乡村振兴
研究会、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乡村
振兴鼓岭论坛在福州举行。全国人大
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陈锡文视频致
辞。副省长李建成出席并致辞，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邓力平，省乡村振兴研
究会会长潘征，省级老领导陈增光、李
红出席。

李建成代表省政府对论坛召开表
示祝贺，指出本次论坛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是助推我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举措。希
望各位专家学者深入乡村调查研究、
剖析问题，提出更多科学意见建议，提

供决策参考。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深入领会“两个重大论
断”“两个重要判断”的内涵要义，切实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与省乡村
振兴研究会等社会组织一起，齐心绘
就我省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论坛以“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乡村基层干部代表
等线上、线下参加，围绕“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议题进
行深入研讨交流。

乡村振兴鼓岭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珂 林霞） 随着
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正式启动，我省分会场系列活动也拉
开帷幕。昨日下午，作为全国12场重点
活动之一，“科技创新激发创业活力
带动就业增长”福建省创新创业生态
发展论坛同步在福州软件园举办。省、
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省内各国家
级双创示范基地、创业服务机构、骨干
企业等的代表近百人共话双创大计。

论坛上，与会嘉宾以“打造新经济
引擎，推动高质量创业”“IT 数字化赋
能家庭服务业管理升级，科技带动就
业”“融合创新，打造企业新增长极”等
为题发言，助推产业和企业构建生态。
圆桌论坛环节上，福州市软件园管理委

员会主任黄瑞忠与 5 家知名企业的高
管就“新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科技
创新，从而激发创业活力、带动就业增
长”以及“如何打通内外要素、配置各方
资源、促进跨界联动，培育和构建本土
双创生态体系”两个话题开展讨论。

当天还举办创新创业载体成果
展 ，双 创 示 范 基 地 、众 创 空 间 、孵 化
器等创新载体及优秀双创项目精彩
亮相。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截至目前，我
省已有省级及以上孵化器 63 家，其
中，省级孵化器 57 家，国家级孵化器
23 家（含 2 家大学科技园）；省级以上
众创空间 352 家，在孵企业拥有知识
产权 3.3万件。

省创新创业生态发展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 杨珊珊） 14 日至
15 日 ，第 十 一 届“ 中 国 创 新 创 业 大
赛”、第七届“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厦门赛区）暨第八届“白鹭
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厦门市同
安区举办。大赛聚焦国家战略与重点
领域，大力提升创新，努力促进科技、
产业、金融的融合发展。

本届大赛吸引了 437 家企业报名
参赛，20 个优秀项目进入决赛，项目
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领域，项目科技含量足、发展潜力
大，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大赛旨在搭建企业、人才、技术、资
本对接交流的平台，本届大赛的获奖企
业可获得多方面的创业支持。大赛组委
会将为获奖企业提供 850 万元高额奖
金，成长企业组及初创企业组一、二、三
等奖及优胜奖将分别获得 50 万元、40
万元、30 万元以及 10 万元的创新创业
扶持资金。参赛企业还可获得免费创业
培训、创业引导基金扶持、优先政策支
持、落地配套支持等一系列“大礼包”。

“白鹭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在厦举办

（上接第一版）加快推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政策链深度融合，完善知
识、技术、人才等政策体系，着力打造
能 办 事 、好 办 事 、办 成 事 的“ 便 利 福
建”，努力为创客朋友提供更广阔的舞
台、更优质的服务、更有力的保障。福
建是创新创业的福地，在这里，爱拼才
会赢，爱拼就会赢。热忱欢迎每一位心
怀梦想的创新创业者在八闽大地追
梦、筑梦、圆梦，以双创出彩，靠奋斗致
富，在新发展阶段新福建建设中收获

成功喜悦，书写精彩人生。
2022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于 9月 15

日至 21 日举办，主题为“创新增动能、
创业促就业”，全国各地设分会场。福
建分会场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举办创新创业生态发展论坛、创新
创业载体成果展、双创项目创业辅导
专场对接会等主题活动。

省直有关部门和福州市政府负责
同志，双创示范基地、企业、创新创业
者代表等参加活动。

2022年全国双创活动周福建分会场在福州启动

（上接第二版）坚决落实放管服的要
求，合法、合情、合理进行科学监管、审
慎宽容监管，坚持便利化、市场化、国
际化原则，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加快
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罗东川在讲话中指出，福建大力
推进法治强省建设，创设海丝中央法
务区，举办东南法治论坛，目的就是为
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
动法治成为福建发展核心竞争力。下
一步，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发挥福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
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把法
治化营商环境作为法治强省建设的重
要内容，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优质营商环境
服务保障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要以论坛举办为契机，集思广益，为打
造法治强省和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注入新动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刘建洋在致辞中表示，在“晋江经
验”科学引领下，泉州始终坚持以诚信

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弘扬政企互
动好传统，践行亲清政商关系，法治泉
州、便利泉州建设深入推进。奋进新征
程，泉州将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指引，积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更好结合，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
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

黄海昆、金银墙、霍敏在论坛上致
辞，表示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找准履职结合点、
着力点，更加主动融入法治化营商环
境示范区和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为
打造法治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本届论坛设主论坛和四个分论
坛。主论坛上，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郭为禄、国家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委
员吕国强、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方
青等专家学者，线上线下作了主旨演
讲。分论坛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法治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防范化
解经济金融风险、产权与知识产权保
护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会上为获奖
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颁
奖。全省政法系统、高校和科研机构、
企业代表共 160人参加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