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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顾钱江、康淼、许雪毅
    董建国、付敏、陈弘毅

　　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乘风破浪”，绿色经
济和文旅经济方兴未艾，生态环境“高颜值”和
经济发展“高素质”相得益彰，多区叠加拓展对
外开放新局面，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建设取
得新成效……
　　踔厉奋发新时代，笃行不怠向未来。进入

“十四五”以来，福建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全局中找准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再
塑发展新优势，努力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
更大突破。

新：“四大经济”凝聚发展新动能

　　走进福建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
工厂，转动的机械臂在封闭的玻璃房间内喷涂
施釉，视觉检测机器人对着产品 360 度拍摄质
检，一台台无人驾驶小车搬运着马桶自动入库。
　　现场生产负责人洪新民介绍，该生产线自
动数控率超 70%，年产能 60 万件马桶，所需工
人仅 300 名左右，是传统生产线的一半。
　　晋江柒牌中华时尚产业园西服裁剪车间
里，智能数控切割机一天可裁剪 120 套衣服，
是人工作业的 4 倍，一旁的“ 5G+AGV 机器
人”将刚裁完的面料自动送至 3 楼西裤车间，
实现裁剪、缝制、制衣、仓储等环节无缝衔接。
　　数字赋能传统制造，一座座智能化工厂在
八闽拔地而起。数字经济加快了福建传统产业
创新节奏，拓宽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目前，福
建逾 5 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大数据、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赋能效果日益显现。
　　作为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的领军企业，
厦门美亚柏科公司研发的“取证大师”分析工具
被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执法部门使用。“公司连
续多年研发投入占比超 17%。”美亚柏科董事
长滕达说，创新让公司驶入新赛道。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正成为
福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和创业创新主战
场。2021 年，福建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2.3 万亿
元，增长 15%，占 GDP 约 47%。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
文旅经济，显示了福建省对资源禀赋的重新审
视和优势再造。
　　拥有绵长海岸线和广阔海域的福建，积极
拓展蓝色经济新空间。2021 年，全省海洋生产
总值超 1.1 万亿元，位居全国前列。紧盯海洋
信息、临海能源、海洋生物等领域，福建持续高
处落子、新处布局。
　　“别看这小小的牡蛎壳，做出的人造骨骼 1
克售价 2000 多元，比黄金还贵！”在位于福州
高新区的福建吉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负责人张其清展示了利用海洋资源研发的人体
器官再生修复产品。去年公司产值达 4 亿元，
今年预计产能翻一番。
　　瞄准全球能源变革“风口”，风能资源丰富
的福建，正在战略性布局海上风电产业。
　　不久前，国内首台 13 兆瓦级风电机组在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顺利下线。这是目前
亚洲地区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
机组，单台机组每年可输出 5000 万千瓦时清
洁电能，能满足 2.5 万个三口之家一年的家庭
正常用电，可减少燃煤消耗 1.5 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3.8 万吨。
　　作为全国少有的保持水、大气、生态环境全
优的省份，福建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协同并进，通过改革创新，持续画好“山水画”，
激活绿色动能。
　　走进闽中山区三明，满目苍翠，林海茫茫。
连绵的山林，正通过林票、碳汇等形式，不断创
造山林添绿、林农增收的奇迹。
　　去年 5 月，全国首批林业碳票在此签发。
三明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 3197 亩生态公益
林，经第三方评估测算，监测期碳减排量 12723
吨，卖出 14 万多元。
　　“以前靠砍树赚钱，现在保护好树木，空气
也能变成‘真金白银’。”高唐镇副镇长、常口联
村党委书记张林顺说，依靠良好生态环境，常口
村发展林业、脐橙种植等特色产业，经营漂流、
民宿等乡村旅游项目，林农真正吃上了生态饭。
　　今年初，宁德时代自主研发、搭载宁德时代
电池的纯电动船舶“白海豚 1 号”成功下水首
航。这艘智能渔业辅助船舶长 7.99 米，续航里
程 220 公里，能耗预计比传统柴油船舶降低一
半以上。“这是公司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又一次尝
试，将绿色制造与海洋经济相融合，‘电动福建’
有了全新载体。”宁德时代副董事长黄世霖说。
　　紧盯碳达峰、碳中和机遇，福建绿色转型全
面推进。今年 1 月，工信部发布 2021 年度绿色
工厂名单，福建 38 家企业入选，居全国前列。
　　住民宿看星星、推门窗见大海、约好友骑行
山间……闽东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依山傍海，
以独特美景成为滩涂摄影胜地。
　　“越来越多游客喜欢在这里度过一段慢时
光。”东壁村“拾间海”民宿老板阿曼说，“节假日
店里生意很火，要提前一两周才能订到房间。”
　　小小渔村的光影变迁，成为福建大力发展

文旅经济的生动注脚。福建省发改委主任孟芊
表示，怀抱绿水青山，福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进一步打响“全福游、有全福”和“清新福
建”品牌，“让美丽风景变成美丽经济”。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处处长
蒋淞卿说，做强“四大经济”是对福建比较优势
的挖掘再造，有助于福建找准经济发展着力点
和增长点。

拓：多区叠加拓展对外开放新局面

　　闽东三都澳湾区，宁德时代、青拓集团、上
汽等重大项目布局于此，推动宁德市经济强劲
增长，去年增速达 13.3% ——— 在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之下这一数字尤为亮眼。
　　宁德曾经交通闭塞、发展滞后，被称为“东部
沿海黄金断裂带”。近年，优质的港口资源、较低
的要素成本、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得以重塑，宁
德竞争力大幅提升，积极布局锂电新能源、不锈
钢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抱上了一批“金娃
娃”，渐成我国东部沿海黄金经济带重要一环。
　　“宁德发展得益于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形成了产业关联发展、科技协同创新的良好
态势。宁德四大主导产业沿三都澳核心区布
局，并向海内外辐射，形成了龙头带动、环湾一
体的良好产业生态。”宁德市委书记梁伟新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福建放大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等
多区协同效应，正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服务融
入新发展格局。
　　汽笛声中，载有卫生用品、箱包、鞋服及工艺
品等货品的 75010 次中欧班列 1 月 18 日从泉州
东站始发，前往万里之遥的莫斯科。泉州，古代

“海丝”起点城市，实现了“海丝”与“陆丝”交汇。
　　“泉州中欧班列开行是雪中送炭。”美佳爽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汉河说，疫情之下国
际海运一柜难求、运费大涨。现在货物从家门
口就能搭乘国际班列，且比海运节省约 25 天，
解决了企业的运输难题。
　　泉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小红说，泉州是外向
型经济强市，去年出口超 2000 亿元，与“海丝”
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破千亿元。中欧班列开
行，将为泉州及周边地区企业出口赋能添势。
　　厦门、武夷山、宁德等多地也已开行中欧班
列。2021 年，福建开行中欧（亚）班列 437 列，同
比增加 21 列。中欧班列“多点开花”，让福建的
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班列通达俄罗斯、德国、中
亚五国等 10 余个国家近 30 座城市，货物种类涵
盖电子、机械、日用品、食品等，细分产品逾千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认为，中
欧班列是福建拓展与欧亚国家经贸交流的重要
桥梁，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活力。
　　借“海丝”之势，行开放之利。福建还发挥
面向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区位优势，着力开拓
发展空间。
　　 1 月 10 日，“丝路海运”新航线船舶“新明
州 98”号靠泊厦门海天码头，满载货物前往越
南胡志明市、泰国曼谷市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国家港口。
　　“丝路海运”是我国首个面向“一带一路”的
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牌和平台。福建丝路海运
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南介绍，“丝路海运”
联盟成员已超过 250 家，“丝路海运”命名航线
86 条，累计开行逾 7000 个航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768 万标箱。
　　李南表示，紧抓 RCEP 机遇，“丝路海运”

将加强海外仓、物流园、码头的投资、建设、经
营，发挥区位和港航贸易资源优势，深度融入
新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丝路飞翔”工程也在持续深
化：在厦门，新机场动工建设，厦门基地货运
航空公司加快筹建；在泉州，晋江机场扩能改
造工程开工建设；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进入新阶段……
　　海陆空立体布局，让福建视野更宽广。继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成功举办
后，福建省又紧抓金砖机遇，大力推进厦门金
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建设。
　　“厦门金砖创新基地涵盖生物科技、新材
料、绿色经济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将为中国
和巴西的企业提供很多机遇。”巴西马托格洛
索州驻亚洲国际事务顾问阿莉安娜·奥利维拉
说，马托格洛索州帕克科技园与厦门火炬高新
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巴西外贸市
场的开拓以及相关海外创新项目的引进。
　　厦门金砖创新基地建设一年多来，聚焦
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等三大领域，
发布两批 60 项重点任务清单，建设 7 个新
工业革命领域赋能平台，推出首批 39 个示
范标杆项目。在去年 9 月举办的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28 个凸显金砖
成色、总投资额达 134 亿元的金砖创新基地
项目签约。
　　厦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福建省对
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 1413.7 亿元，同比增长
19.3%。一幅“金色”蓝图正以厦门为中心在
福建徐徐展开。
　　衔接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连通江西
等中部地区，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克服腹地
空间有限、资源禀赋不突出、基础设施欠账多
等不利因素，扬长避短，厚积薄发，崛起为我
国区域经济重要板块。
　　“福建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
点、重要通道，”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戴永务认为，福建应持续发挥多区叠加
政策优势，不断促进多区协同发力，建设层次
更高、辐射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

  融：情融两岸打造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

　　从 1 月持续到 3 月，台胞夏翠菊的微信
朋友圈被樱花茶园美景“霸屏”。她“晒”红
的、粉的樱花，“晒”新推出的“樱花中的小火
车”，以及“三月的大好春光”。
　　在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夏翠菊和丈夫
谢东庆的樱花茶园远近闻名。历经多年努
力，他们在这片人称“大陆阿里山”的土地上，
种出千亩绿色茶园，打造了“十里樱花漫山
开”盛景。
　　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福
建，农业利用台资数量和规模居大陆各省份
第一，漳平、漳浦、仙游等 6 个国家级台湾农
民创业园各具特色。“好风景带来好前景。”谢
东庆由衷地说。
　　作为台胞主要祖籍地和台商投资聚集
区，福建发挥独特优势，克服复杂台海形势和
持续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勇于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
　　去年 8 月，位于漳州的古雷炼化一体化
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这个两岸最大石化
产业合作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 260
亿元，可拉动周边地区塑料、橡胶、纺织等 10

多个相关行业、上千亿元产业共同发展。
　　闽台各领域融合持续深化。目前，海峡
股权交易中心、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台资
板挂牌展示企业 3200 多家。
　　“疫情挑战之下，厦门台资企业去年整体
逆势上扬，产值平均增长 20% 到 40%。”厦
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说。
　　数据显示，2021 年福建新设台企 1495
家，比增 21.2%；含第三地转投，实际利用台
资约 50 亿元；闽台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元，
比增 26.2%。
　　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正加快两岸“应
通尽通”步伐。
　　到去年底，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累计提
供优质水 1703 万吨，金门民生用水逾七成
来自福建供水。“金门百姓既喝上了‘放心
水’，又保育了‘地下水’。”福建晋金供水有限
公司总经理洪佳兴说。
　　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电、通气、通
桥工作也在持续推进。通电方面，厦门望嶝、
迎宾两个电源点已开工建设；通气方面，福建
侧已具备船运供气条件；通桥方面，规划方案、
工程技术方案已纳入国家公路网规划建设。
　　福建对台货物运输通道日益拓展。
2021 年，首条以平潭为母港直航台湾本岛的
集装箱班轮航线开通；厦门上线对台海运业
务中外运集运仓；莆田湄洲湾港对台中转铁
矿石比增 30.8%。
　　有形通道持续拓展，心灵融合也在不断
深化。今年 1 月，“90 后”台胞林扬杰申请
到福州首批面向台胞的公租房，租金是市场
租金标准的 70%。他和大陆妻子伍小丽高
高兴兴添置沙发、窗帘、冰箱等物件，“我们在
这里越来越有归属感”。
　　深化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促进闽台农
业融合发展、金融领域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
遇……在闽台胞享受到越来越多政策红利。
　　福建已率先公布第一批同等待遇清单
225 项，支持在闽台胞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推
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
业技能资格等，政策覆盖面、台胞受益面持续
走在大陆“第一方阵”。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扎根发
展。”福建省台联会长江尔雄说，在校园里他
们是“同桌的你”，在职场上他们是伙伴、是队
友，在生活中他们可能成为爱人眷侣。两岸
割舍不断的血脉亲缘，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身上延续。
　　疫情挡不住闽台交流步伐。去年，福建
成功举办第十三届海峡论坛、第九届海峡青
年节，同时开展了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旅
游节、闽台青年古厝文化传承研习营等 300
多场特色交流活动，总数约占两岸民间交流
活动三分之一。
　　台湾青年日渐融入福建基层治理。不久
前，台湾规划设计师、福建橙翔文旅总经理曾
芝颖，为她参与建设的福建村庄写下一封特
别的家书。
　　在家书里，她欣赏莆田仙游钟山镇清澈
纯粹的稻田风景，以及蕴含在竹扫把、木工美
学、磨豆腐和草编工艺中的内敛优雅气质。
她赞许福州永泰同安镇的年轻人返乡，为自
己的团队把茶厂宿舍改造成新地标而自豪。
她想念三明泰宁水际村，在深夜喝茶嗑瓜子
的热烈讨论中，在淳朴的木工大哥一家可爱
的絮叨中，“内心觉得大家在一起真好”。
　　福建累计吸引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近

百支、人才 300 多名，陪护服务 228 个村庄。
作为其中一员，曾芝颖持续为福建乡村振兴
发声：“福建的美好日常，随时在身边，希望更
多台湾朋友能看到。”

  好：美好追求助推人民过上高

品质生活

　　今年正月里，闽东周宁县委组织部的“引
才小分队”，走进 100 多个村庄遍访外出乡
贤，“物色”愿投身乡村振兴的能人。“在周宁，
越来越多人才正在奔赴一线。”周宁县委组织
部部长谢景峰说，这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为了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
破，福建扎实推动乡村振兴，探索共同富裕。
　　走进闽西上杭古田镇吴地村，山间盆地
中处处豆棚瓜架、浓绿喜人。这里气候、土
壤、水质俱佳，以生态方式种植的蔬菜生产季
长、不愁销路，生姜、甜椒、黄瓜等早被预订一
空，亩均年利润 1 万元左右。
　　上杭县委书记王波说，曾经被水泥、采矿
等行业污染问题困扰的上杭，抢抓机遇大力
发展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及特色农业、文旅
康养等绿色产业，实现产业优、百姓富、生态
美有机统一。上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百岁老
人，到去年底已有 60 名，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了“中国长寿之乡”标准。
　　福建一半以上县（市、区）都是老区苏区，
这片土地昔日“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
游”，如今“奔小康不掉队、谋发展争跨越”，勇
担改革重任。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标志。
成为全国医改样板的三明医改坚持人民至上、
敢为人先，在迈入第十个年头之际开始新探索。
三明市提出，紧紧围绕实现“常见病多发病在市
县解决，头疼脑热等小病在乡村解决”的目标，
努力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卫生健康服务。
　　“卫生院不再是过去只能看感冒和皮外
伤的地方了。”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夏茂分院院
长曹清水说，这一年，沙县总医院加快资源下
沉。之前碰到脑血栓和脑溢血患者，卫生院
完全没辙；如今，在医生远程指导下，卫生院
可第一时间为患者介入溶栓。另外，通过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水平
大为提高，赢得群众更多信赖。
　　去年 6 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主
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华山医院福建医
院开诊后的第一台全麻手术顺利完成。这台
手术背后，有一段佳话。27 年前，福州一位
患者因脑瘤赴上海华山医院求诊，得到周良
辅手术治疗；2021 年，这位患者脑中长出一
颗新肿瘤，此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落户福
州，他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高水平医疗。
　　福建省卫健委主任黄如欣说，开展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福建医疗卫生补齐短
板、提升水平的重大机遇。福建将不断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推动更多国家级优
质医疗资源落地，有效减轻群众跨省就医负
担，力争做到“大病不出省”。
　　福建是我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和首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青山绿水正不断地
转化为真金白银。
　　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曾经的贫困户谢
春荣望着自家林地上的红褐色灵芝，露出笑
容。在致富能人带领下，谢家的闲置林地被
充分盘活，1 亩多仿野生灵芝预计能带来 1
万多元纯收入。
　　武平县委书记张丽华说，作为全国林改
发源地，武平积极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去年林下经济的参与
林农约 3.3 万户，经营面积达 156 万亩，实现
产值 40.2 亿元。
　　闽北光泽县被誉为“福建水塔”，武夷山
脉跨境而过，水资源总量超过 36.8 亿立方
米。过去，光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足 5%，
远低于全省 17% 的水平。
　　如今，光泽大力发展矿泉水、天然饮用水
等包装饮用水产业，并探索发展化妆品用水、
医疗用水等高端水产业。曾经养在深山的

“闲水”，正在变成“富民之水”。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福建努力做到

“一个都不能少”。
　　 88 岁的晋江市内坑镇黎山村村民朱秀
枝中风偏瘫多年，因儿子残疾而得不到优质
护理；幸运的是，晋江探索的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工作让朱秀枝受益。经过近一年护理，朱
秀枝从几乎全天卧床，到能够基本自主照顾
起居，脸上笑容越来越多。
　　“这样的笑容，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方向。”
晋江市长护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黄长
沙说。到去年底，晋江长护险参保人超过 33
万，覆盖了全体职工医保对象和全市村居数
的五分之一。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福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超越的最终落脚点。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福建省抓紧全面赶超重大机遇，八闽
大地活力迸发，在勇立潮头、勇毅前行、敢拼
会赢的奋斗中，一幅“机制活、产业优、百姓
富、生态美”的新图景正日益照进现实。

▲华电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首台海上风电主控系统国产化机组（右）（2021 年 5 月 28 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高质量启航新征程 全方位推动新超越
八闽大地踔厉奋发这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