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 26 日    责任编辑：封迪A02 \ 侨乡新貌

宁德经济保持高位增长 9项指标增幅居前列
近日，宁德市召开第三季度

经济形势分析会。从该市统计部
门披露的统计数字可见，前三季
度 12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宁德
市有 9 项指标增幅居福建全省前
列。其中，GDP完成1360.52亿元，
同比增长 10%；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4.8%；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8956 元，同比
增长 9.1%；出口总值 206.4 亿元，
同比增长 31.5%。

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在分
析会上指出，前三季度四大主导
产业全面发力，锂电新能源、不
锈钢新材料、铜材料三大主导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7%，对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138.4%。

今年 9 月底，上汽宁德基地

项目正式投产，逐步释放产能。
同时，ATL 三期第一批、厦钨二
期等项目，将于年底投产。相关
人士认为，工业对宁德经济增长
支撑持续有力。 

利用外资方面，宁德前三季
度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5 家，累
计合同外资 17.5 亿元，同比增长
268.8%；实际利用外资 1.02 亿元，
同比增长 27.3%。 

对外贸易方面，前三季度
宁德市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
301.8 亿元，同比增长 24.7%；主
要出口商品是水产品、电机电器、
新能源锂电、食用菌，主要进口
商品有矿产品、锂电原料、不锈
钢板材（卷材）。 

宁德市长梁伟新强调，要加
强企业精准服务，抓好四大主导

产业及锆镁新材料产业产业链及
配套项目建设，解决好出口贸易、
融资、清欠及要素保障等问题，
全力稳住工业大盘；打造有吸引
力、带动力的消费商圈，加强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动服务业
项目落地建设，挖掘居民消费潜
力，培育发展消费市场。 

郭锡文表示，要围绕做大做
强第二产业支撑，以加快四大主
导产业发展特别是锂电新能源产
业发展为重中之重，把产业链文
章做足做好；深入分析研判明年
经济运行有利因素、风险挑战，
进一步分析自身产业基础、发展
条件，找准工作着力点，确保明
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势
头。   
  林榕生 / 文

中国“美食地标城市”授
牌仪式、第五届闽浙厨艺交流
会 16 日在福鼎市举行，进一步
“传承、开拓、创新”闽浙两
地饮食文化，展示闽浙两地现
代厨师烹饪技能，发挥工匠精
神，提高两地餐饮市场竞争力
与品牌度。

今年 7 月，中国烹饪协会
专家组到福鼎市通过听取报
告、实地考察参观、细致品鉴
美食等方式，对该市的餐饮经
营、食品卫生、人才培养等各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评。专家
组 6 位专家通过综合考量，一
致认为福鼎市符合中国“美食
地标城市”申报的条件。

福 鼎 市 副 市 长 蔡 梅 荣 表
示，福鼎市进入“中国美食地
标城市”名录不仅仅是一种荣
誉，更是一种担当，将继续发
扬“鼎力争先”的福鼎精神，
为打造世界级的美食名城努力

近日，一艘总长 8 米的无
动力传统木帆船在福安下白石
白马河水域成功下水试航。这
艘船是福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传统木帆船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郑文祥老
先生，根据其 1984 年绘制的
老图纸复原建造的。

今年已 76 岁高龄的郑文
祥本人是连家船民，祖籍福安
市下白石镇六屿村，从 15 岁开
始学习传统木帆船制造，1962
年开始在下岐渔业大队船厂、
闽东造船厂、六屿造船厂当技
术员。30 多年前，他曾建造多
艘下岐连家渔船，而此次是他
时隔 30 多年后再次建造和驾
驶传统连家渔船。

与全国各地所有的中式传
统帆船一样，使用风帆动力的
传统连家渔船随着发动机的使
用，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由于匠师、船民们均年事已高，
传统连家渔船的建造技艺和操
纵驾驶技艺处于行将失传的状
况。 

为了抢救性保护传统连家

宁德市蕉城区三都澳水域
是世界级天然深水良港。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三都澳海域海
上养殖“无证、无序、无度”
现象日趋严重，破旧的木板、
白色泡沫浮球和饮料瓶四处飘
散，成为长期困扰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大难题。

去年以来，蕉城区持续推
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走出了
一条科学用海、依法用海、多
方共赢的改革之路。

“全面清”：
重现碧海蓝天 
2018 年 10 月，一场千人海

上龙须菜清理统一行动，打响
了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实质性的
第一枪，在连续 3 天的时间里
清除了违规养殖龙须菜一万多
亩。 

同时，对带头自行退养的
养殖户，实行“优先承包海域，
优先改造设施，优先享受补助”
激励措施，以鲜明的利益导向
推动大部分群众自收。截至目
前，当地共清退违规养殖龙须
菜 54330 亩。 

一年来，蕉城区先后开展
6 次清理统一行动，三都澳海
域养殖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海
水质量明显改善，海域生态加
快修复。 

“规范养”：
打造渔旅融合示范点 
位于三都白基湾海域的新

型塑胶渔排养殖示范点，黄黑
相间的新型塑胶网箱点缀在海
面上，整治后的渔排养殖呈现
出发展新气象。 

福建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称，通过养殖设施
升级改造科学规划布局，这不
仅提升了鱼类成活率和品质，
还避免了海漂垃圾的产生，有
利于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打造
海清水净、渔旅结合的海上田
园风光。 

截 至 9 月 24 日， 蕉 城 区
已完成养殖区和限养区渔排升
级改造 52471 口，贝藻类升级
改造 34549 亩，发放补助资金
13291.69 万元，有力促进渔业转
型，养殖业规范化、集约化发展。 

“依规管”：
建立海上养殖新秩序 
在自家新承包海域上，三

都镇礁头村养殖户陈由森正在
收割成熟了的龙须菜。“今年
村里公开抽签，我竞得 10 亩的
养殖海域，正月便投入 7 万多
元下水养殖。”陈由森笑着说，
到现在已经收了 3 批，正好回
了本。 

今年 1 月底，礁头村率先
对村里 130 亩藻类养殖海域进
行公开抽签，以 10 亩为 1 个单
位划分为 13 个片区，每 10 亩
每年 6000 元，承包期为 3 年。 

自开展清海以来，蕉城区
按照海域所有权属于国家、使
用权由国有海域经营公司竞拍
获得、养殖权由村集体与国有
海域经营公司签订承包合同获
得、承包权由养殖户与村集体
签订养殖承包合同获得的改革
办法，积极稳妥推进“四权”“两
证”改革，推动藻类养殖走上
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周思颖 郭文辉 / 文

福鼎成全国首个“中国美食地标城市”

76岁“非遗”传承人造传统木帆船
下水试航参展中国杯帆船赛

综合整治海上养殖
三都澳重现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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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型渔排�+“福船”渔旅游。� 蕉城区新闻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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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试航的连家渔船。�� 吕雷 / 摄

渔船的建造技艺和操纵技艺，
保护与留存连家船民“造福工
程”的时代缩影和纪念，中华
传统舟船协会携手郑文祥老先
生复原建造了当天试航的这艘
连家渔船。 

这艘刚刚竣工、涂装靓丽
的连家渔船，将与另外 6 种不
同类型的中式传统帆船一起，
在 11 月 6 日至 10 日于深圳举
行的中国杯帆船赛期间进行展

示，向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赛选手和观众展示中
国传统帆船文化。 

中华传统舟船协会会长周
海斌表示，本次公益活动将推
进连家渔船在体育休闲、文创
文旅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为连
家船民的脱贫致富、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做创新尝试与探索实
践。    
 林榕生 / 文

奋斗。
福鼎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盛产各种山珍、海
味、河鲜，获得福建名菜、名
点、名小吃有 182 道，获得中
华名菜、名点、名小吃、名宴
（中餐特色美食名录）有 60
道（台），参加全国各级比赛

获得数百枚金、银、铜牌。
在当天举行的第五届闽浙

厨艺交流会上，福建省餐饮烹
饪行业协会副会长林量大师和
温州市瓯菜研究会会长周雄分
别介绍了闽浙双方进行展示的
冷菜菜品，并进行了颁奖。  
 林榕生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