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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江陰港區一角

福清市整治龍江打造宜居城市
冠捷彩色流水生產線

2011年，福清市實現地區生產
總產值559.2億元，縣域經濟實力
和縣域科學發展指標分別居福建省
第3位、第4位。

五月榴花紅似火，激情福清商潮湧。
五月的玉融大地，生機勃發，萬木葱蘢，花團

錦簇，彩旗招展，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
去年以來，福清市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

「七一」重要講話和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決策
部署，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為主線，繼續打好 「五大戰役」，全面對接 「三
維」項目，以敢為、能為、有為的精神狀態，着力
推動科學發展、率先跨越發展。

2011年，該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59.2億元，比
增 12% ； 規 模 以 上 工 業 產 值 1127.8 億 元 ， 比 增
13.6%；財政總收入（不含基金）49.2 億元，比增
17.2%。今年以來，該市經濟社會繼續保持平穩發
展，一季度全市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07.5億元，比增
6.2%；規模以上工業產值258.5億元，比增2.2%。

融入福州對接平潭
搶抓機遇築平台

去年11月，福州市與平潭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明確提出 「全力支持和融入平潭開放開發」，推動
福州市周邊地區與平潭聯動發展，最大程度爭取優
惠政策的輻射。在這一背景下，與平潭僅一水之隔
的福清，站到了全面對接的前沿。

暢通福清融入福州、對接平潭的快捷通道。目

前，福清市正認真組織開展《福清市城鄉發展戰略
規劃》和《福清市主動對接平潭綜合實驗區的規劃
構思》編制工作。在規劃指導下，以交通基礎設施
為突破口，加快謀劃環福清灣濱海大道、江陰莊前
至長樂玉田高速公路、福百大道延伸線和福清龍江
綜合整治路堤結合工程等道路建設。

拓展城市空間，推動中心城區沿江、向海、環
灣發展。目前，該市正加快推進溝通龍江南北兩
岸、連接中心城區與火車站片區的觀音埔大橋、觀
音山隧道燈路橋建設；認真謀劃拆遷面積18萬平方
米的霞盛 「城中村」改造、佔地面積6500畝的觀音
埔片區與佔地面積6平方公里的火車站片區開發；積

極引進中交集團，就總投資約300億元、長約23.6公
里、涉及用地8萬畝的龍江中下游流域綜合整治及其
兩岸土地整理開發項目達成了合作意向，並啟動了
以總投資25億元、長約20公里的福清環城路建設為
切入點的合作項目。

立足打造對接平潭的發展平台。當下，該市加
快推進碼頭泊位建設和江陰經濟開發區、元洪投資
區相關填海造地工程，其中江陰港區、元洪港區現
已建成5萬噸級以上泊位7個，今年年底前，在建的
江陰港區6-7號泊位主體工程和10號化工碼頭也將
建成，同時開工建設江陰港區 8-9 好泊位；江陰開
發區東西部填海共 3.58 萬畝，目前西部 1.08 萬畝已
完成，東部2.5萬畝剩下2萬畝也正在抓緊推進中；
元洪投資區7000畝 「回歸創業園」一期也已擺滿項
目，正在計劃再向南填海。

做好 「三維」 對接
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福清核電1、2好機組正在開展設備安裝，出線
走廊正在抓緊建設，明年首台機組可望併網發電；

總投資32億元的耀隆化工正在開展設備安裝工
作，今年8月份將建成試產；

總投資 32.7 億元的東南電話項目已進入設備安
裝基礎工程施工階段，今年年底前可建成投產；

總投資41億元的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己內酰胺項

目前期工作已經就緒，正在組織隊伍轉杯進場施
工；

總投資36億元的中石化己內酰胺項目、總投資
210 億元的中航國際通用航空製造、總投資 60 億元
的中石油LIG等項目也在積極跟蹤推進中；

……
去年以來，福清市在北京央企對接會和福州、

上海民企對接會等招商活動上，共簽約 95 個 「三
維」項目。經過持續的跟蹤對接，中國化學工程集
團己內酰胺等 3 個央企項目取得實質性進展；46 個
外企項目已獲批 31 個，其中龍源雄亞風電二期等 9
個項目已建成投產；46 個民企項目已有中能電器、
海欣藥業等11個項目在建或投產，形成了項目滾動
推進的良好態勢。2011年，該市實際利用外資1.6億
美元，比增 15.7%；內資實際到資 103.7 億元，比增
33.8%。大項目、好項目集聚發展的態勢漸漸形成，
項目的生成落地，進一步推動福清壯大龍頭產業、
做大做強，加速產業集聚，轉型升級、協調發展注
入了新活力。

今年，在福州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期間，玉融
兒女又迎來了天下客商，推出了一大批重大項目。
截至 5 月 10 日，本屆海交會該市可望簽約外資項目
19 項，總投資 9.86 億美元，比去年增加 3600 萬美
元，利用外資 3.33 億美元，比去年增加 1900 萬美
元；可望簽約內資項目共34項，總投資226.7億元，
比去年增加41億元。

新起點，新契機，福清市全力按照 「融入福
州、鍛造南翼、開發兩灣、對接平潭」的總體思路
和 「平潭產業發展基地、人才支撐基地、服務保障
基地」、 「省會次中心、著名僑鄉、港口城市」的
發展定位，推動縣域經濟提速轉型發展，努力實現
新跨越。 （文：王征彬 圖：郭成輝、倪政榕）

【本報訊】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為慶祝成
立 15 周年，於日前舉辦會員海洋公園一日遊
聯歡活動，參與活動的會員鄉親達480多人，
會員鄉親歡聚一堂，遊覽海洋公園，暢敘鄉情
，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席間還有抽獎助興，
度過一個輕鬆愉快的周日。

當日上午，參與活動的會員480多人在港
島、九龍和荃灣分乘8輛旅遊巴，在導遊和該
會工作人員帶領下，抵達海洋公園遊覽。中午
，參與活動的全體會員到佐敦龍堡酒店享用豐
盛的自助午餐，席間，理事長林宏樂代表理事
會講話，林宏樂說，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成立
15 年來，在歷屆理監會的領導下，在家鄉政
府的關懷和支持下，全體同仁和諧相處，會務
發展順利；在積極參與愛國愛港社會活動，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和參與家鄉建設、
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捐款賑災等方面，做了一
些工作，並得到家鄉政府有關部門的肯定和讚
揚；經過 15 年的耕耘和努力，該會已成為居
港福清同鄉聯絡鄉情鄉誼的平台和溝通家鄉政

府的橋樑。
席間，還進行了抽獎活動，該會文康部主

任蓋英姿、翁程玉，會員發展部主任何秀蘭登
台，為在座會員展示歌喉，樂己娛眾，把現場

氣氛推向高潮。
午餐後，會員又乘坐大巴到海洋公園繼續

遊玩行程，直至下午五時半圓滿結束一日遊活
動。

許昌地處中原之中，歷史文化源遠流長，
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尤
其漢魏時期的輝煌歷史早已成為許昌獨特的人
文資源，雖歷經千年，歷史猶存，傳說故事、
遺跡遺址比比皆是， 「灞陵橋」、 「毓秀台」
、 「運糧河」等，成為三國文化最為真實、多
彩的註腳。 「中國三國文化之鄉」已成為許昌
引以為榮的城市名片之一。

是次活動旨在進一步密切許昌市與港澳台
地區廣大客商的聯繫，讓更多企業家了解許昌
、投資許昌，在合作中共贏未來。

活動期間，與會客商參加許昌市投資說明
會、歡迎晚宴、考察產業集聚區和項目簽約儀
式等活動，並與進行項目對接。許昌市商務局

負責人表示，這是該市今年舉辦的第一次重大
招商活動，對於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提高對
外開放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客商邀
請方面，許昌市依託大公報、台灣青年企業家
交流協會等機構，幫助邀請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國際投資總商會、香港華僑總會等參會；
還與香港河南商會進行對接，利用商會進行招
商。

考察產業集聚區分三組進行，其中第一組
考察團沿許昌新區、魏都區、鄢陵縣參觀考察
；第二組考察團到禹州市、襄城縣、國家許昌
經濟技術開發區觀摩考察；第三組考察團先後
到東城區、許昌縣、長葛市進行觀摩考察。

在活動合作項目簽約儀式上，投資 114.8

億元人民幣、24 個項目簽約，涉及製造業、
商貿物流、社會事業等方面，分布於許昌各縣
（市、區）和許昌新區。

經大公報積極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香港大寰（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施展熊及其夫人參加了 「百名
港澳台客商看許昌」活動。

許昌市委書記李亞會見施展熊一行。在會
見中，李亞說，施展熊先生愛國愛港，是最早
在內地投資的企業家之一，並且熱心公益事業
。希望施先生通過這次在許昌的考察，更深入
地走進許昌、了解許昌，在考察過程中發現投
資的領域、找到利益的平衡點、形成合作的意
向，最終實現共贏發展。

施展熊說，許昌是一個歷史文化名城，在
海內外華人中有很高的知名度。這次來到許昌
，許昌的文化、生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
為難能可貴的是，許昌在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
同時，兼顧了歷史文化的傳承開發、生態環境
的保護，體現了發展的眼界與遠見，也使許昌
具有了獨特的魅力和巨大的發展潛力。

【本報記者林苑、王悅廣州電】
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
日前在廣州正式成立，標誌着廣東省
最大的民系──廣府民系終於有了一
個統一的民系組織。該聯誼會由廣東
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更名而成，成
立後將開展與廣府民系相關的海外聯
誼和文化研究，包括成立廣東省廣府
學專業委員會，及推出《廣府文化大
典》等。同時亦通過了增補聯誼會理
事會領導成員名單。

據悉，廣東省早已成立了 「廣東
省客屬海外聯誼會」、 「廣東省潮人
海外聯誼會」，但作為廣東三大民系
中佔人口比例百分之六十的廣府民系
，尚未成立一個統一的民系組織。珠
璣巷則是廣府人的桑梓地。根據大量
的史料、族譜，南雄珠璣巷南遷的後
裔佔廣府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廣
府民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廣府
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的成立正好
彌補這一缺失。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發賀信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給廣東南雄

珠璣巷後裔聯誼會第四屆理事會成立
的賀信上表示，珠璣古巷是嶺南文化
的根，是廣府民系的發源地，也是一
塊紅色的土地。進一步保護、挖掘、
宣傳珠璣古巷文化，凝聚海內珠璣巷
後裔熱愛家鄉、支援家鄉建設的力量
，對於促進廣東經濟社會發展，提高
文化軟實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據了解，廣東南雄珠璣巷後裔聯
誼會，成立於一九九五年，成立近二
十年來，實際上已成為了廣府人聯誼
的主體組織，承擔了與海外近二千萬

廣府人的聯誼、交流工作，在團結海
外廣府僑胞、積極開展文化教育、慈
善公益活動上，成績斐然。廣東省珠
江文化研究會經研究認為，廣東南雄
珠璣巷後裔聯誼會是廣府民系級別最
高，影響最大，基礎最好的社團，因
此在其基礎上提升、建設為 「廣東省
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是
正確的選擇。

將推出《廣府文化大典》
會長黎子流表示，廣府人珠璣巷

後裔海外聯誼會成立後，將高舉愛國
愛鄉的旗幟，凝聚海內外廣府人和珠
璣巷後裔，弘揚祖德、維繫桑梓、增
進情誼，為發展經濟、振興中華、造
福社會貢獻力量。聯誼會今後的工作
重點將突出 「根在珠璣，重心在廣州
、珠三角，面向全世界」，增進廣府
人同祖、同緣、同語的親密關係，將
珠璣巷人不斷向南遷徙的過程中創造
出來的 「異姓一家、同舟共濟、艱苦
奮鬥、勤勞勇敢、敢為天下先」的精
神傳承下去。

據悉，該聯誼會近期內將舉行
「廣東廣府學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

暨 「廣府尋根．祖地珠璣」學術研討
會。 「廣府學」是以民族學、人類學
的理論為基礎，但更具有獨特性、更
豐富的學科，成立 「廣東省廣府學專
業委員會」，使之與聯誼成為本會發
展之兩翼，將更大地推動廣府文化的
研究，匯聚研究成果。學會成立後，
將主力編輯出版《廣府文化大典》及
《南雄珠璣巷文化叢書》，整合、編
輯出版廣府學術專著等。

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聯會成立

▲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會長黎子流（前排右二）與港、澳、珠
三角珠璣巷後裔到南雄參觀視察

由大公報參與的 「百名港澳台客商看許昌」 活動日前在河南許昌舉行，吸
引來自百餘名港澳台籍客商，感受着其充沛的發展活力和突出的區位優勢。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香港大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施展熊說，這次來到許昌，許昌的文化、生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港後
要向更多朋友宣傳推介許昌，帶更多朋友到許昌參觀考察、尋找商機。

【本報記者楚長城許昌電】

▼參加一日遊的會員在海洋
公園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