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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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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固定、长期的货运航线。据
了解，该条航线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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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海参崴港，单程 132 小时

（5.5天），船期为双周班。
此番泉州港开辟到远东城市海参崴的

航线，打通了泉州货物到“丝路”国家俄罗
斯的新通道。这一动作，显示出泉州拓展海
外市场的全新动向，值得关注。

泉州是我省民营经济和传统制造业大
市，也是国内民生消费品重要的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缔造了纺织服装、鞋业、
建材、食品等 10 多个年产值千亿、百亿的产
业集群。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部分产业集群面临产能过剩、销售不畅等难
题，亟须找到新的销售路径和发展空间。

特别是泉州缔造了安踏、恒安、达利、
特步等一批享誉全国的品牌，成为闻名全
国的中国品牌之都。泉州这些品牌，目前已
基本完成在国内市场的布局，发展的下一
站无疑就是品牌的国际化。整条“丝路”沿
线 覆 盖 6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总 人 口 超 40
亿，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
是泉州品牌企业国际化无法绕开的区域。
匹克在中东开设专卖店、安踏在东南亚开

设办事处和分公司……一批泉州品牌企
业，特别是运动鞋服企业，早已将发展的触
角延伸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漫漫“丝路”，行稳方能致远。如何走
好第一步？这就要提到泉州自身独特的优
势——侨亲资源丰富。泉州是著名的侨乡，
共有 750 多万祖籍泉州的侨亲，分布在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聚集在
东南亚，且实力雄厚，这为泉州企业开展国
际合作创造了条件。

从产业供应链看，东南亚一带的泉州籍
侨亲，在商业、物流、仓储等方面也创办了大
量企业，其业务多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关
联。这有利于泉州推动“以侨架桥”，有效整合
各方资源，为“泉州制造”拓展市场提供便利。

近年来，在综合考量了比较优势的前提
下，早有一批泉州企业瞄准了东南亚充沛、成
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到该区域投资设厂，他
们的身影遍布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企业
在给当地创造 GDP、贡献大量就业岗位、注
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有效地规避了贸易壁
垒，为企业发展开辟了新的国际空间。

不难看出，泉州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
动作，绝不仅限于商品出口，而是不断向上
游的供应链、生产乃至原材料等环节步步
延伸。这种深耕细作的努力，说明东南亚绝
不是泉州企业出海的终点，而是经略“丝

路”沿线市场的接力站。中国泉州—俄罗斯
远东航线的开通，就展现了泉州进一步开
拓海外市场的雄心。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带
动下，泉州对俄贸易出口不断攀升。2021
年，仅石狮对俄罗斯出口就增长 19.2%，今
年上半年又保持 27.8%的较高增速。海参崴
既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又有通往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线，与泉州石湖港货运
航线的打通，不仅可以让泉州的产品货物
更便利地进入俄罗斯市场，也能让泉州的
贸易网络伸向更多更广的地区。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外知名航运企业
已在泉州石湖港开通“一带一路”外贸航线
12条，与厦门港形成错位发展格局。2021年，
仅石湖港港区所在的石狮市，外贸集装箱吞
吐量就达6.66万标箱，创下历史新高。去年全
年，泉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
出口额 130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3.2%。
种种迹象显示，近年来，在“双循环”大背景
下，“泉州制造”力拓国际市场，成效显著。

纵观“丝路”沿线，从东南亚到中东，从中
东到非洲、欧洲，多层次的消费市场潜力巨
大，机遇无限，天地广阔！不远的将来，相信泉
州还会开辟更多通往“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航线，为“泉州制造”打开新的发展空间，也
为泉州企业和资本开辟新的投资渠道。

踏上“丝路”天地宽
□本报记者 何金

本报讯 （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陈晓）日前，在福州台江、广东顺德、温
州瓯海三地联动直播的中国预制菜产
业联盟首发地方菜系预制美食活动举
行。记者获悉，台江区将预制菜产业作
为重要赛道加快发展，计划推出一揽子
扶持政策，谋划打造一批预制菜产业
园，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活动现场，主办方首发《预制菜行业
白皮书·2022》，启动“顺江海”预制美食公
共品牌。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推介三地预制菜产业龙头企业及招
牌产品，并支持电商渠道一键购买服务。

据了解，作为台江区供应链龙头企

业，冻品在线正联合禾苗优品、华优汇创，
打造福州市首个中心城区预制菜产业
园，总面积达3500平方米，预计10月中
下旬完成，年底前正式投入运营，已招引
产业链上下游公司等10余家企业入驻。

目前，台江区已集聚冻品在线、三
餐有料、华莱士等一批预制菜优质上
下游企业，创新打造“台江味 最福州”
公共美食品牌，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发
展基础。下一步，台江区将聚焦预制菜
产业发展所需，推动金融机构支持预
制菜实体企业发展，设立不少于 10 亿
元规模的产业引导基金，打造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预制菜产业发展新高地。

福州台江
将打造一批预制菜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 范陈春） 21 日，
宁德市“金娃娃”项目之一的时代一汽
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投产两周年暨年
产值超百亿”发布仪式在霞浦县举行。
记者从发布仪式上了解到，今年 1—8
月，宁德市锂电新能源产业实现产值
1584 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 52.8%，呈
现全球持续领跑、规模加快壮大、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仪式现场，霞浦县授予时代一汽
“首次年产值超百亿贡献奖”。时代一
汽项目位于霞浦县，是宁德时代、中国
一汽、东风智新科技、长安新能源基于
各自优势携手共创的动力电池合资企
业，项目总投资 80 亿元。2020 年 9 月，

时代一汽首条产线投产，历经 2 年发
展，现一期产线已投产，二期部分产线
也已投入使用。随着一期、二期产线陆
续投产，产能实现快速攀升，已为一
汽、东风、长安超过10款的新能源车型
提供高镍体系等优质动力电池产品。

多年来，宁德市先后培育壮大新
能源科技、宁德时代、时代一汽等数个
大企业、大项目，着力推动锂电新能源
产业集聚壮大、产业链延伸拓展，累计
引进 80 多个产业链项目和上汽宁德
基地及其配套的 40 多家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项目，已建成投产和在建电池
总产能合计 330GWh，成为全球最大
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

宁德今年锂电新能源产值已达1584亿元

时代一汽年产值首超百亿

本报讯（记者 张辉）近日，由省农
业农村厅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农村创业创
新项目创意大赛福建省选拔赛落幕。

经过角逐，农产品产销组的“乡村
共享驿站——晋享购”“峻山野——打
造中国白茶新秀品牌”项目，平台服务
组的“来三斤——基于大数据与线上
线下融合的农特产供应链平台”“乡村
智慧物流+F2C”项目从 24 个参赛项

目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所在组别一
等奖。这 4 个项目将被推荐参加全国
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

本届大赛以“电商伴产业腾飞 创
业助乡村振兴”为主题，参赛项目涵盖
现代种养、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
以及“电商+农产品营销”“电商+农产
品仓储物流”“电商+农业品牌策划”
等多领域、多业态。

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
福建省选拔赛收官

本报讯（记者 李珂） 记者从省
通信管理局获悉，移动电话用户规模
稳中有增，5G用户快速发展。截至 7月
底，全省电话用户达 5563.1万户，同比
增长 1.1%。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689.8
万户，同比下降 3.8%；移动电话用户
4873.3 万户，同比增长 1.8%。5G 移动
电 话 用 户 达 1351.7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94%，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27.7%，
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7.2个百分点。

今年初以来，我省加快推进固定宽
带网络建设。截至7月底，全省固定宽带
接 入 端 口 达 3662.7 万 个 ，同 比 增 长
5.6%。其中，光纤接入（FTTH/O）端口
3373.9万个,占比达 92.1%。具备千兆网
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达35.5万
个，比上年末增加7.5万个。同时，5G网
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底，全省移动
电话基站达37.3万个，同比增长12.8%。
其中，4G基站21万个，5G基站6.3万个。

我省5G移动电话用户达1351.7万户
同比增长94%

本报讯 （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陈西） 近日，记者从南平海关获悉，
1—8 月，南平市竹木草制品出口货值
达 24.9亿元，同比增长 10.1%。

南平竹资源丰富，素有“中国笋都
竹乡”之美誉，竹木草制品出口一直是
当地外贸特色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南
平市出口竹木草制品种类主要有木凉

亭、竹地板、一次性竹餐具、收纳盒等，
主要出口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
盟等地。

今年来，为进一步扶持竹木草制品
外贸企业扩大出口，南平海关严格规范
企业生产加工环节。通过强化产品质量
源头管控，辖区内共有108家企业一次
性通过竹木草制品企业加工注册。

前8个月南平市竹木草制品
出口货值达24.9亿元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21 日，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今年第二批反
不正当竞争执法典型案例。今年初以
来，省市场监管局结合“点题整治”等
工作，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
法行动。截至 8 月底，共立案查处不正
当竞争案件 121 件，罚没款 1309.48 万
元。该部门此次公布了其中 10 个示范
性强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发挥教
育警示和舆论监督作用。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包括：厦门
视奕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上市案、
莆田响叮当培训中心不正当有奖销售
案、安溪县凤城益蜜羊城食品店虚假
宣传商品功能案、福安市欧源食品店
虚假宣传商品功能案、明溪县典雅珠
宝行商业诋毁案、厦门睿鑫顺贸易有

限公司商业贿赂案、福建中铁蜀闽置
业有限公司虚假宣传商品性能案、福
建福矛酒类营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
案、福建泉州市伍氏特香包有限公司
刷单炒信虚假交易案、惠安县周发珠
宝首饰店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本次公布的案例中罚没金额最高
的是厦门视奕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
上市案。据了解，该案当事人于今年 1
月 22 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举
办“香港主板上市财富峰会”，在现场
举行上市敲钟仪式，宣布于当日正式
在香港上市。经查，当事人未在香港上
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厦门市思明区
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
为，并处罚款 100万元。

我省公布
第二批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典型案例

（上接第一版）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罗东川深入了

解国家公园建设和生态保护情况，强调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生态人
文资源优势，高质量推进武夷山国家公
园建设，打造文化与自然遗产世代传
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努力在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走前头、作表率。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运用新技术、新

装备、新手段，建立健全天空地一体化
综合监测体系，积极与科研院所建立紧
密交流合作机制，深入开展生态环境调
查、监测、评估及课题研究，有效保护自
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积极发展
生态茶产业和生态旅游业，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深化改革，统筹
保护和发展，更好地实现百姓富和生态
美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记者 徐文锦 见习记
者 马丹凤）昨日，中国人民银行福州
中心支行与省林业局、省财政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金融监管局等 7 个部门
联合制定的《关于持续优化福建省林
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发布。《指导
意见》围绕加大林业发展重点领域和
地区金融支持、丰富林业金融产品服
务体系、提升金融机构专业服务能力、
强化林业金融外部配套保障等四方面

提出18条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各金融机构要

将金融支持融入福建林业“八大工
程”建设，支持林业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突出对林木种苗、精准育种、林产
工业、林业碳汇等重点科技攻关的金
融服务创新 ；鼓励金融机构对三明
市、南平市、龙岩市全国林业综合改
革试点地区予以倾斜；做好闽台林业
融合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

在丰富林业金融产品服务体系
方面，鼓励各金融机构提供覆盖林业
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持续推广惠农 e贷（快农贷）、福
林系列贷款、科特贷等适合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的特色信贷产品；综合通过
上市、发债、基金、信托等多渠道优化
涉林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开展地方优
势特色林业产品保险，省级财政继续
对设施花卉种植保险给予 30%的保费

补贴。
根据《指导意见》，要提升金融机

构专业服务能力，支持金融机构设立
林业专营机构，建好用好金服云平台

“福建省林业金融服务专区”，拓宽林
业资产要素抵质押范围。同时，强化
林业金融外部配套保障，建立林业经
营主体名录库，优化林权登记、颁证、
评估和流转服务，健全林业碳汇发展
机制。

7部门联合制定18条指导意见

我省将持续优化林业金融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陈国孟）“有了
这笔及时雨般的贷款，我就可以甩开
膀子发展啦！”近日，家住莆田市仙游
县大济镇的“80 后”林农陈建华，凭借
自家承包的 4000 多亩生态公益林补
助资金收益，就从仙游农商银行获得
了 50 万元的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
贷款，用于抚育、造林等林业生产事
项。这是仙游县首笔生态公益林预期
收益权质押贷款，标志着该县“福林·
益林贷”业务正式启动。

陈建华表示，他这次用自家生态
公益林补偿收益权做质押贷款，不仅
手续简单，利率比普通贷款还优惠
50%，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也减轻了
经济负担。

作为闽中林业产业大县、莆田市

重点生态功能区，仙游县现有林地面
积 近 200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71.4%。该县一直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对 60万亩生态公益林年发放补偿
资 金 达 960 多 万 元 ，对 停 伐 管 护 的
29.3 万亩天然林年发放补偿资金 480
多万元。但是，由于流转和商业采伐
受限，广大生态公益林及停伐管护天
然林经营权人除补偿金外，获得经济
效益和融资的渠道有限，生产积极性
受到一定影响。

为盘活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资
源这一“沉睡资产”，助力乡村振兴，
仙游县林业局、金融办和仙游农商银
行进一步探索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农户融资体制机制，在 9 月上旬

联合出台《仙游县“福林·益林贷”实
施暂行办法》，在全县范围内推出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及天然林停伐管护
补助资金收益权质押贷款，以拓宽农
村集体和农户融资渠道。

根据《办法》，该县辖区内合法
持有林权证（不动产登记证）等权属
证明，且拥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
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收益权的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林农个人、专
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国有林场、其
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经营主体或
自然人，均可以合法、可持续的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及天然林停伐管护补
助资金收益权作为质押，在该县农
商行获得贷款，贷款金额最高可达
每户林农每年林补金额的 30 倍，并

享受利率优惠，主要用于借款人开
展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林业及相
关产品生产经营与加工、森林生态
休闲产业发展等。

据了解，“福林·益林贷”具有手
续简单、审批快、利率优等特点，由符
合条件的受益人向仙游农商银行申
请，并通过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
登记公示系统”平台，以借款人合法、
可持续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天然
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收益权作为质
押，即可完成贷款程序，有效破解了
公益林补偿收益权核实难、登记难的
问题，成功地将林农们的“绿叶子”转
化成看得见的“金票子”。

题图说明：
近年来，我省积极扶持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到目前已创建省级森林养
生 城 市 4 个 、省 级 森 林 康 养 小 镇 10
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42 个。图为游
客在泉州市德化县九仙山森林康养
基地游览。 姜克红 摄

莆田仙游“福林·益林贷”落地

“绿叶子”变“金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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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县林地面积屏南县林地面积 169169..11万亩万亩，，森林覆森林覆
盖率达盖率达 7575..9999%%。。该县该县立足优厚林业资源立足优厚林业资源
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业，，用生态用生态

““底色底色””描绘发展描绘发展““绿色绿色””。。图为图为掩映在绿掩映在绿
水青山中的屏南县熙岭乡龙潭古村水青山中的屏南县熙岭乡龙潭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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