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閩侯，是中國東南沿海最著名古邑之
一，是福建古文化的搖籃和先秦閩族的發
源地，也是福建最早的宜居之地，曇石山
遺址證明，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這裡就
有人類居住，是福建海洋文明的發祥地，
素有 「海濱鄒魯」之美譽。

八閩第一文化創意產業大縣
燦爛的歷史文化積澱，使閩侯成為著

名的文化之鄉、工藝美術之鄉。近些年，
閩侯縣站在弘揚中華優良傳統文化和促進
當地經濟發展、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的歷史
高度，將快速且有質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載體之一，
主動作為，將文化傳統優勢轉化為文化產
業集群優勢，將民間藝人優勢轉化為整體
人才優勢，將資源優勢轉化為創意優勢，
將單純生產優勢轉化為文化產業生態鏈優
勢，形成了根雕木雕、脫胎漆器、漆畫漆
藝、鐵編竹編和閩劇五大文創產業集群，
成為 「八閩第一文化創意產業大縣」之
鄉。

去年底，福建省在全面貫徹中共十七
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
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
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明確提出：
要在更高起點上加快文化強省建設，大力
發展工藝美術、文化創意、動漫遊戲等十
大文化主導產業，將福建建設成為全國重
要的文化產業基地，推動福建省文化大發

展大繁榮。

建上街根雕工藝城和漆文化園
難得的歷史性機遇，為閩侯的文化創

意產業的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閩侯縣
搶抓機遇，作出了發揮傳統產業優勢，加
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大部署。重點是
做好上街木根雕業保護與傳承工作，將木
根雕企業納入縣中小企業培育體系，在資
金、用地、人才培訓、經濟協作等方面給
予相關優惠政策，力促產業轉型升級。其
中的着力點是建設上街根雕展示交易中
心，將其打造成為對外交流展示的重要平
台和集創作研究培訓於一體的根雕文化創
意中心。

閩侯還發揮上街大學新校區的智力作
用，引導院校與根雕企業合作，培養出更
多更優秀的根雕技術人才，為上街根雕業
的發展提供人才支撐。還將以馬保木根雕
基地為龍頭，打造木根雕產銷基地，扶
持、提升竹、藤、草、鐵編等工藝品企
業，建設集產品展示、交易、休閒購物、
特色旅遊為一體的工藝城。同時，閩侯縣
還將做好上街根雕的申報工作，積極申評
「中國根藝之鄉」，力爭到 「十二五」

末，把閩侯根雕產業作為閩侯縣文化創意
產業的重點特色產業，將上街根雕列入中
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打造成 「中國福
州根雕文化創意園」、 「中國根雕藝術之
鄉」和全國知名產銷基地。

申報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此外，今年還將挖掘閩侯漆文化歷史

底蘊，打造漆文化園；匯集閩侯民俗文化
元素，精心經營運作閩都民俗園。同時，
還將注重傳統的地域文化研究，計劃編撰
出版《閩侯簡史》《閩侯歷史文化叢書》
《閩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等一批鄉土
文化書籍，爭取一批項目申報非物質文化
遺產。

同時將加快荊溪光明谷、白沙湯院等
溫泉系列旅遊開發，打造品位高端、文化
特色明顯的休閑旅遊基地；提升棋磐寨、
龍台山、龍泉山莊、白沙灣等一批基本成
型且知名度較高的鄉村文化休閒旅遊項
目，凸顯閩侯地域文化特色。 文：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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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海西城市群建設的快速推進，拱衛海西區唯一省會
城市福州的閩侯縣，正在 「同城化」 的浪潮下，高起點融入
省會中心城區，經濟社會呈現高速發展態勢。對此，閩侯縣
委書記趙學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閩侯發展已進入重大
戰略機遇期，閩侯將以 「四敢精神」 推動實現科學發展新跨
越，在交通基礎設施、擴大新城區、城鎮化發展等方面加快
對接福州大都市區。 文：史兵、林蔚、宗興

閩侯文化創意產業強勢崛起

據第十四屆 「海交會」閩侯招商會暨
第十屆欖橄節組委會披露，今年 「5.16」
閩侯專場招商會可望簽約項目 44 項。其
中，外資 16 項，總投資 5.72 億美元、利
用外資 1.79 億美元；內資 28 項，總投資
80.82億元人民幣。

據悉，閩侯縣在今年 「海交會」期間
擬動工、投產的外資項目9項，內資項目
37 項。其中，中金國際交易中心、上街
根雕展示交易中心以及福建乾達重型機械
有限公司等 10 個項目將舉行動工投產儀
式。此外，在 「海交會」福州專場招商會
上，閩侯縣擬上市台簽約的有普洛斯物流
園、浩盛華僑大廈、福建福順晶圓8英寸
芯片、海峽傳媒港和福建新福達汽車工業
等5個重大項目。

招商引資呈現四大特色
據介紹，今年閩侯縣簽約的外資項目

涵蓋汽車、電子、物流、機電、農業、文
化創意等行業，招商引資呈現以下四大特
色：

一是大項目多且示範帶動作用強。千
萬美元以上項目 18 項，包含汽車製造、
銷售、機械、物流、機電、食品等行業。
如福建新福達汽車工業項目、福州利之星
汽車銷售服務項目、福建波士駿達汽車銷
售服務有限公司銷售奔馳系列汽車等項

目，這些高質量且符合產業政策導向項目
的落戶，將大大提升閩侯縣品牌汽車製造
與銷售服務水準；

二是第三產業招商成效顯著。以汽車
銷售和現代物流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招商成
果顯著，引進汽車銷售企業6家，投資總
額5606萬美元；引進現代物流業4家，投
資總額32236萬美元。正在洽談的普洛斯
物流項目是亞洲最大的現代物流設施提供
商與服務商，為新加坡上市公司；

三是閩侯台灣農業對接合作進一步深
化。其中具代表性的閩台園林農業科技園
項目，由千易集團有限公司和台灣漢皇集
團合資，在閩侯鴻尾鄉徵地600畝，進行
園林、花卉、果蔬種植及農業科研開發
等，項目總投資 1500 萬美元，註冊外資
800萬美元；

四是文化創意產業招商有新突破。海
峽傳媒港、福建斯坦扉樂器公司等項目落
地閩侯，給閩侯文化創意產業招商帶來質
的突破。

另據介紹，今年 「海交會」，閩侯縣
首次將招商活動設在風景秀麗、環境一流
的旗山森林人家溫泉度假村，5月16日當
天晚上還將在閩侯第一中學校內舉行具有
閩侯地域特色的大型文藝晚會。

（宗興）

海交會閩侯縣可望簽約44項目
招商引資呈現四大特色

三環路、繞城高速、螺洲大橋、閩侯新
南港大橋等一大批重要交通基礎設施

是福州大都市區交通網絡規劃建設先行項
目，是閩侯與福州中心城區 「同城化」發
展的重要一環。其中，閩侯縣參與建設的
三環路淮安大橋、繞城高速閩侯永豐互通
段、新南港大橋等進展順利。

交通網絡建設先行
據閩侯縣交通局局長林忠浩介紹，建

設中的閩侯新南港大橋，總投資約 7.85 億
元，全長2617米，是閩侯南通鎮連接倉山
區灣邊大橋通往福州市區的快速通道，將
於明年 5 月竣工。該橋建成後，將滿足閩
侯南通鎮海峽批發物流中心及奧特萊斯項
目往中心城區快速集散物流的交通需求，
並間接分擔南嶼生物醫藥和機電產業園通
往福州方向的交通壓力，是閩侯與福州之
間南北大通道的重要節點。

而正在建設的繞城高速公路閩侯永豐
互通段，則將成為福州西去閩侯的交通要
道。該路段將連接甘洪路，貫通後，閩侯
居民從甘洪路永豐段至五四北片區車程僅
需5分鐘左右。

作為另一銜接閩侯與福州的交通要
道，淮安大橋已於今年初建成通車。與此
同時，作為福州快速出城通道的螺洲大橋
目前正在加快箱樑澆築，力爭年內實現箱
樑貫通，實現主體工程完工。螺洲大橋建
成後將為閩侯打開了福州的南大門，福州
市區與閩侯縣青口、祥謙、尚干三鎮將便
捷直達。

此外，閩侯縣還規劃在沿烏龍江南岸
建設南江濱大通道，由北向南貫通縣城、
上街大學城、南嶼科技城、南通物流城及
青口汽車城。屆時，呈月牙形環繞福州的
閩侯縣，從多個方向建成通往福州中心城
區的快速通道。

高品位開發新城區
閩侯縣委書記趙學峰介紹說： 「作為

福州大都市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閩侯要主
動對接福州城市總體規劃，按照福州新市
區的標準，高起點、高品位、前瞻性地做
好城鄉規劃修編。」

在閩侯縣建設局規劃科，負責人程斌
為筆者展開了城區規劃圖，只見總面積約
3.26 平方公里的閩侯縣城新區與舊城區的
面積相當，定位為以行政文教為主、工藝
品加工和房地產開發為輔的生態型、現代
化城市新區。其中，位於縣城新區中心的

市民廣場佔地面積 10.7 萬平方
米，分別由中心景觀區、市民廣
場及濱水景觀區、市民休閒活動
區、附屬景觀區及公共地下車庫
等五大功能區組成。

據介紹，在新城區開發建設
中，閩侯縣目前共投入近5億元建
設市民廣場、文化中心、科技中心、閩都
民俗園等文化惠民項目，並融入地域文化
元素，有力提升新區城市品位，完善城市
功能。與此同時，縣城新區濱江新城綜合
體、金融廣場、江濱濕地公園及縣城舊城
改造一期等項目也在緊張建設中。一個功
能完備，美麗現代的新城區已經由藍圖上
呼之欲出。

統籌建設試點小城鎮
為加快閩侯城鄉共同融入福州大都市

區建設的進程，閩侯堅持把試點小城鎮建
設作為工作抓手，帶動全縣城鎮化的統籌
推進。趙學峰強調，尤其要做好甘蔗荊溪
江濱沿線景觀規劃設計工作，打造福州北
江濱最漂亮的城市景觀帶。突出抓好縣城
舊城改造和新區開發，建成閩侯縣科技中
心、文化中心、市民廣場等一批項目。加
速推進青口、荊溪、南嶼、白沙等省、市
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工作，推動總投資達
290.1億元的56個小城鎮項目建設。

試點小城鎮之一的青口鎮，規劃定位
為福州市東南部汽車產業新城，起步區總
面積2700畝現已進入大建設階段。據副鎮
長馬和平介紹，青口以汽車產業的發展為
依託，不斷完善汽車城生活設施配套，因
此大大加快城市化步伐。位於青口的閩侯
縣人民醫院已經竣工，準四星級凱景酒店
及青口文體中心、東南學校小學部、中心
區路網、中央公園、公交首末站、污水處
理廠等公共設施項目進展順利。

同樣是省級小城鎮試點之一的荊溪
鎮，作為福州西部的後花園，將建設以休
閒度假居住、現代物流為主的宜居宜業的
山水新城。

據了解，蘇寧電器、康師傅、可口可
樂等國際知名企業已在荊溪鎮落戶；光明
谷溫泉旅遊項目已進入全面施工階段；總
長約6.9公里、貫通整個荊溪新城的新區中
路，項目 B 標段已完成建設。同時，江濱
路、龍山路、入園路等道路及安置房項
目，也在加快規劃建設中。

（閩侯縣委宣傳部供圖）

穿越閩侯縣的福州市三環路控制性
之一——淮安大橋已建成通車，把閩侯
縣與省會中心城區緊密地連在一起

▲位於閩侯青口的東南汽車城已成
為中國較具規模的汽車生產基地。圖為
東南汽車城內的平治汽車生產線

▲閩侯上街根雕藝人正在創作根雕
作品 （史兵攝）

▲位於閩侯縣上街鎮的福州海西高
新技術產業園區，正在成為兩岸科技創
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對接合作的先行區

▲位於閩侯上街鎮的福州大學城正在為快速發展的閩侯
縣域經濟發揮着科研智力支撐▲

閩侯上街根雕展示交易中心將於本月16日正式開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