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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閩東北翼寧德市的三都澳，是中國1.84萬公里
黃金海岸線的中點，可利用的深水岸線達88公里，是中
國東南沿海唯一尚未大規模開發的深水良港。

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22家海外華文媒體記者採
訪團一行，日前深入寧德地區採訪，了解環三都澳區域
的獨特優勢和巨大潛力，親眼看到閩東構建的環三都澳
發展大格局正在形成。 本報記者 蔣煌基

2007 年，福建省政府將環三都澳區域列入重
點開發區域；2008 年正式批准實施《環三都澳區
域發展規劃》；2010 年，環三都澳區域被列為福
建十大新增長區域；2011 年國務院批覆海西《規
劃》，環三都澳區域被列為培育壯大的九個集中發
展區之一。以海洋經濟為核心的 「環三戰略」，得
到了中央政府的正面呼應。

開拓海洋經濟發展格局
據寧德市城市規劃局人員介紹，按照總體發展

布局，寧德市將力打造環三都澳海洋經濟圈、沿
海藍色產業帶和三都澳、白馬港、福寧灣、沙埕港

海洋經濟聚集區，加快構建以環三都澳為核心，以
沿海一線為主軸，以四大灣區為重點，以內陸山區
為腹地的海洋經濟發展大格局。

按照寧德城市規劃， 「一環」集中於環三都澳
海洋產業聚集圈，以產業功能灣發展為支撐，以城
市功能灣發展為依託，實現城市、港口、產業聯動
發展； 「一軸」即沿海岸帶藍色產業發展軸，沿高
速公路、鐵路向北，在蕉城、福安、霞浦、福鼎沿
海重發展冶金、機械製造、港口物流、能源、石
化、漁業加工等產業； 「六區」即四個臨海產業片
區和現代漁業示範區、濱海旅遊區。

目前，寧德正力打造包括石化、鋼鐵、冶
金、電機電器、船舶修
造等產業集聚的臨港重
化工業基地；培育發展
生物醫藥、郵輪遊艇等
產業，建設海洋新興產
業基地；建設港口物流
產業基地；以三都澳、
東衝半島、福瑤列島為
重點，建設濱海旅遊業
集散基地；以水產品精
深加工及配套服務為重

點，建設現代海洋漁業基地。

臨港重大項目搶眼
記者在寧德看到該市的海洋經濟重大建設項目

規劃表，明確提出： 「十二五」期間，全市海洋經
濟重大項目就有180個，總投資達7142億元之巨。
其中，投資億元以上項目 161 個，10 億元以上 63
個，百億元以上12個；現代漁業項目8個，海洋戰
略性新興產業項目 17 個，高端裝備製造業項目 32
個，現代石化產業項目2個。

中廣核、大唐火電、中航科技、中船工業、中
交建設、中化、華能……寧德已與央企合作了 18
個臨港項目，總投資 2886.2 億元，目前已完成
368.77億元。據介紹，今年初以來，寧德市又分別
與國儲能源化工、中海油對接白馬石油天然氣倉儲
與加工產業基地、LNG接收站2個臨港項目，總投
資88億元；正與鞍鋼等洽談5個項目。

寧德市政府黃家盛告訴記者，寧德市老書記習
近平 2010 年回寧德考察時，曾勉勵寧德要 「多抱
幾個 『金娃娃』，加快跨越式發展」。

港口物流業成為發力點
據《福建省重點生產力布局規劃》，寧德三都

澳被定位為 「東方遊艇港、國家級遊艇試驗基
地」，將被打造成一個遊艇產業集聚區。

不過，以目前投資規劃來看，寧德更大的發力
點集中在港口物流業上。昔日，由於受兩岸軍事對
峙的緊張局勢影響，作為軍港的三都澳開發利用受
到極大限制，讓寧德坐擁深水良港卻深受發展之
痛。如今，寧德已開始力彌補這一短板。

在寧德規劃的 「十二五」180個海洋經濟重大
項目中，基礎設施佔了 63 個，總投資約佔四成。
2012 年在建萬噸級以上泊位 5 個，其中，城澳
1#、2#國際集裝箱碼頭達產後，可靠泊40萬噸巨
輪； 「十二五」期間將重點建設 24 個泊位，新增
吞吐能力約5537萬噸。

「寧德是中國最大的畲族聚集地，約佔全國四分
之一的18萬畲族人在此聚居，至今仍保留獨特的民
族風情。」海外華文媒體福建採訪團記者剛下車，當
地村官劉曉便向大家介紹起寧德的畲族文化。

畲族，又稱山哈族，是中華56個民族中充滿傳奇
色彩的民族。畲族 「三寶」祖圖、族譜、龍首仗；畲
族民歌、服飾、舞蹈、畲醫草藥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
寶。

從刻 「中華畲家寨」五個燙金大字的山門往裡
走，遠處白牆黑瓦的民居，面湖靠山，錯落有致，猶
如一幅水墨畫。劉曉告訴記者們，這個海拔約 325 米
、僅有82戶303人的小村子，保留悠久的族古文
化、古民居、古民俗和古文物，每年三月三會親節、
五月五端午節、九月九比武節，演繹這裡古老的畲
家民俗。

尤為有趣的是，當地將保護畲族文化與民族鄉村
遊、觀光遊、休閒遊等民俗旅遊項目結合起來，通過
每年三月三歌會等活動，展演 「畲族婚嫁」、 「上刀
山、下火海」、 「起雲樓」、 「竹竿舞」以及國家級
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小說歌」等畲族特色傳統節目
，吸引各地遊客前來休閒觀光、體驗。

同時，當地以搶救、保護特色古民居和文物為重
點，修繕宋、明、清時代具有獨
特建築藝術的古民宅和被列為省
級文物保護單位的 「龍溪媽祖宮
」，整理畲族歌王鍾學吉的民歌
手抄本，收集展示古文物、族
服飾等，更好地向世人展示深厚
的族文化積澱。

目前，這個古老的村寨正逐
步建設成為以畲鄉風情為亮點，
融農業生產、鄉村休閒、避暑度
假、康體健身、科普教育、人文
體驗為一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畲家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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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申遺困難重重
水質待改善 流域協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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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成立省級海洋行業協會

據新華社石家莊九日消息：大運河始建於公元
前 486 年，包括京杭運河、隋唐運河和浙東運河三
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
、河南和安徽 8 省市，是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規
模最大、線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且仍在使用的人
工運河。

按照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的時間表，明年1月
底前將把申報文本報送世界遺產中心；明年6月底前
必須全部完成各項申報準備工作。

遺址點維修工程急需加快
大運河河北段以其樣態原真、遺址類型齊全、價

值較高在中國大運河中佔有重要位置。河北省文物局
文物處處長劉智敏表示，大運河申遺時間緊、任務重
。河北有 8 個遺址點列入申遺點段，目前完成 4 處遺
址點的維修加固，保護工程急需加快進度。

運河的水污染也阻礙了申遺進度。由於運河杭州
段的水系比較複雜，導致水質治理較難。近年來，運
河南段水質已有所改善，但尚未達到相應標準。

此外，大運河申遺工程規模大、地域廣、涉及地
區和行業部門多，必然遭遇規章 「打架」的尷尬。從
10月1日起，文化部出台的《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
法》施行，自此大運河有了新的 「護身符」。

《辦法》結合大運河遺產現狀、特性，以及申
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目標，首次以法規形式明確了大

運河遺產的範圍。

重在推動公眾參與
針對水利、交通、文物等多頭管理存在矛盾的情

況，《辦法》規定，在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劃定的保
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內進行工程建設，應當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並實行
建設項目遺產影響評價制度。

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表示，如果大運河的價
值只停留在歷史和科研價值，公眾無法參與利用與保
護，那麼這種保護就可能是一廂情願的。只有真正調
動民眾積極性，才能讓大運河流得更遠、更長久。

●處理好保護文化遺產與維護和發展●處理好保護文化遺產與維護和發展
其水利、其水利、航運功能的關係航運功能的關係

●各地工作進展不平衡●各地工作進展不平衡

●保護和整治任務●保護和整治任務

●申遺經費與實際●申遺經費與實際需求仍有差距需求仍有差距

【本報訊】 「中國大運河」 聯合申遺
項目將於2014年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
，運河的水污染成為申遺的較大阻力。該
項目涉及8省市和10多個部門，地方各自
為政以及規章「打架」，令申遺步履艱難。

【本報訊】據中新社瀋陽九日消息：因嚴重污染
而於1996年被列入全國 「三河三湖」重點治理名單的
遼河流域，如今再現鳥鳴蟲唱。遼寧省政府近年投入
53.3 億元人民幣，實施 433 個治污工程項目，希望今
年底徹底摘掉遼河流域戴了16年的 「重污染」帽子。

遼河流域由遼河水系、大遼河水系和凌河水系組
成，有遼河、渾河、太子河、大遼河以及大、小凌河
等共6條幹流，43條主要支流，流域面積6.92萬平方
公里，涉及 12 個市的 79 個縣（區），聚居人口達到
3200多萬。

近年來，遼寧先後實施以造紙企業為重點的工業

源治理工程，以污水廠建設為重點的生活源治理工程
，以功能恢復為重點的生態治理工程，遼河流域水質
明顯好轉。

「就在兩年前，這裡還面臨部分河段重度污染
，水土流失，生態退化等諸多問題。」凌河保護區管
理局局長王殿武說，兩年來的退田還河、生態封育、
生態林建設、人工濕地及河道疏浚等治理措施已初見
成效。

415個治污項目啟動
遼寧省環境保護廳稱，遼寧近年實施污水處理廠

建設、幹支流河濕地建設、污水收集管網建設、工業
污染治理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等433個治污工程項目
。截至9月，治污工程項目已開工415個。

「隨凌河河岸生態逐漸恢復，植物種類和棲息
的鳥類愈發增多。」王殿武說。

如同凌河流域一樣的改變，陸續出現在遼河流
域的多條幹流和支流上。遼寧省環保廳副廳長胡濤
介紹說，到今年9月，遼河流域6條主要河流的36個
幹流斷面均達到或優於四類水質標準；而開展監測
的 52 條支流中，僅大凌河有 1 條支流超標，其餘支
流均達標。

「進入今年第四季度，在河道自然徑流量大幅減
少的情況下，遼寧省將繼續加大監管力度，堅決切斷
污染源入河渠道，遼河流域的 『重污染』帽子有望在
今年年底徹底摘掉。」胡濤說。

遼河流域投53億 年底摘重污染帽

【本報訊】據中新社肇慶九日消息：廣東
肇慶酒家實施 「綠色消費」後，酒家看客 「點
菜」已成風氣，並融入政府倡導的 「文明誠信
經營、綠色節約消費、不剩飯不剩菜」的 「文
明餐桌」上，規勸顧客少點菜，吃不了 「兜
走」。

肇慶市 「文明辦」副主任趙圖強表示，推
行 「文明餐桌」的關鍵是酒家轉變經營理念，
把住 「源頭」關，讓酒家簽訂 「綠色消費」，
在不向顧客推薦高消費中，規勸理性消費。

趙圖強稱，今年8月，該市宣傳部、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經信局、旅遊局和工商局聯
合發文，在全市實施文明餐桌行動，核心是颳
起肇慶餐桌的 「文明節儉」風，官方提倡遊客
在酒店吃不完 「兜走」。

該市官方稱， 「雙節」期間，肇慶高速出
口總車流約 92 萬輛，其中普通公路收費站和
兩條高速免費車流約為112萬輛，全市景區累
計接待遊客人數達266.8萬人次，平均開房率
為74.6%，同比增長1.8個百分點。

業內人士稱，僅 「雙節」期間，按平均一
家三口用餐計，當地酒家在實施 「綠色消費」
後，節儉的數量是驚人的，酒家的 「吃虧」也
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首個省級海洋行業協會─廣東海洋協會9日
成立，該協會將組織海洋發展重大問題的研究，促進海
洋領域的交流合作，並承擔政府部門轉移的專業技術事
項和政府購買服務事項。

包括中國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山大學、中國科
學院南海研究所、廣東恒興集團等在內的 19 個涉海單
位、企業、學研機構，是廣東海洋協會的顧問單位和發
起單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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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拆牌坊民眾爭相留影

9日，湖北武漢大學正門的武大地標建築之一 「國
立武漢大學」牌坊被拆除。該牌坊是 1993 年武漢大學
百年校慶前夕，學校倣照武大老牌坊建造的，為鋼筋混
凝土澆築結構，不屬於歷史保護文物。據校方介紹說，
此次拆建校門是配合武昌八一路地下通道建設和武大南
北兩個校區的對接，新牌坊一年後將在原址附近重建。

聽聞武大拆除牌坊，連日來，該校校友和當地民眾
紛紛前往拍照留念。 （新華社）

▲武漢大學學生9日在將被拆除的武漢大學牌坊前
留影作別 中新社

▲ 「尋根大運河」 天津．西青記者團6月下旬至10月之間，對京杭大運河天津以北運河段、大運河天津
以南運河段，圍繞60多個重要選題，通過召開座談會、走訪專家、蒐集史料等方式開展沿京杭大運河的
文化挖掘調查工作，為京杭大運河申遺蒐集資料 新華社

大運河申遺需解決問題大運河申遺需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