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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头到乐屿航线正式开通屿头到乐屿航线正式开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孙梦玲/

文 江信恒/摄）经过一个多月的调
试，昨日上午，屿头东金至乐屿岛
的客运轮渡正式开通。开通后，每
个月将有 20个往返航次，为乐屿
岛群众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乐屿
岛也从此告别了没有客运渡船的
历史。

乐屿村位于平潭西北方，是一
个海岛村，地处长乐、福清、平潭三
地交界处。此前，岛上群众依靠渔
船和小快艇进出岛，不仅交通成本
较高，安全也难以保障。为给群众
提供方便，实验区开通了屿头至乐
屿岛客运航线。

据实验区旅游客运公司副总
经理陈紫良介绍，即日起，屿头—
乐屿航线进入常态化运行，每三天
一个往返航次，具体渡船出发时间
将根据当天潮汐进行调整。

乐屿岛有着海滩、海蚀地貌、
珊瑚礁等稀有海岛资源，因此被喻
为平潭的“南沙群岛”。客运航线

也将为乐屿岛进一步发展提供新
的契机。根据规划，乐屿村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计划依托岛上天然草
场，通过举办“足球＋”夏令营的模
式，吸引各地学员前往乐屿培训，
充分带动乐屿民宿产业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

苏平片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何盈表示，乐屿岛上不仅自然景观
秀丽，还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可
待利用发展。“比如乐屿岛妈祖庙，
目前已获批实验区历史文物保护
点，希望能够对其进行重新修建，
通过民间信仰传承和保护推动乐
屿岛文旅产业的发展。”何盈说。 ↑乘客从屿头岛上船前往乐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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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集团
在行动

一、项目介绍：春节慰问品采购
二、预算：1000元以内
三、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违规记录；

2.必须具有相关的经营许可、
服务许可。

四、评标原则：以报价（总价）
最低价者优先推荐为中标人，询价
结果上报我中心会议研究，报价含
一切费用，报价不得超过总预算。

五、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与投标者，请于2021

年 1月 13日至 2021年 1月 19日相
关材料（报名函、公司营业执照、授
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无委托人无需提供]，以上材料
均需加盖公章）彩印扫描发送至邮
箱：827742788@qq.com ,截止时间
为2021年1月19日17：30（报名函
格式详见附件）。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内容：
（1）公司报名函

（2）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无委托人无需提供）
（5）询价表（格式详见附件）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并以

密封件形式递交，密封口加盖公
章。委托代理人需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进行核对。

2.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21年
1月13日至2021年1月19日（双休
日除外），每天上午8:00时至12:00
时，下午 14:30时至 17:30时（北京

时间），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递交
至平潭综合实验区融媒体中心，逾
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收。

七、投标文件递交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片区商

务营运中心5号楼7层701。
八、本公告未经授权，不得以

任何形式转载。在法律许可范围
内，招标方对公告内容拥有解释
权、修改权。

九、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
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 购 联 系 人: 林 女 士

13459163637
项 目 联 系 人: 杨 华

13960907864
附件：1.报名函
2.授权委托书
3.询价表
附件获取方式：
一、访问链接下载：https://pan.

baidu.com/s/1c85hnWEbZe9dIsMy ⁃
jam2sw

提取码：los6
二、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平潭综合实验区传媒中心工
会委员会

2021年1月12日

平潭综合实验区传媒中心工会委员会关于采购春节慰问品的询价公告

“十三五”期间，平潭全力推进“绿化、花化、彩化”建设——

风沙地里建起“绿岛花城”
■融媒体记者 林舒玲 通讯员 丁曼婷

冬日里，放眼长江澳，沿岸

绿意盎然，浓密的菌草紧抱沙

地，在风中摇曳。不远处，风车

迎风转动，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徐徐展开。

回眸“十三五”，“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于

平潭发展的每一个瞬间。期

间，实验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

国际旅游岛建设，从建设“绿岛

花城”、提升绿化花化彩化等入

手，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海岛

美丽家园。

从“不长草”到“绿起来”
近日，记者走进阳光海岸景

观护岸二期工程发现，尽管寒风
凛冽，这里的植被却依旧长势良
好。这与项目施工过程中采取
的“抱团式种植”模式分不开。

何为“抱团式种植”？原来，
针对海岛盐雾风沙导致绿化苗
木无法生长、景观效果不佳的状
况，实验区城投集团环发公司
（以下简称“环发公司”）创新提出
在风口区域如龙王头阳光海岸
等地，采用“木麻黄+南洋杉”为

外围乔木层，“海桐+金森女贞+多
种花灌木”为灌木层的种植方式，
开发乡土植物马鞍藤作为固沙地
被，分散风力，营造小气候，保障
道路绿化景观和路面清洁。

过去的平潭岛，如民谣所唱
“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
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岛上
风大、沙多、水缺、海水咸，气候
干燥，土地贫瘠，沙漠化严重，
给绿化养护工作带来了困难。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作为平潭绿

化养护企业之一的环发公司通过
不断科学实践，因地制宜、因类施
策，总结出一整套系统性养护方
法，让绿植在风口地带扎根。

除了“抱团式种植”模式，环
发公司还针对平潭存在的缺水、
干旱、土壤盐碱化问题，科学选
取树种。近年来引进 260 余种
园林树种，筛选了耐旱、耐风、
耐瘠薄的品种并在后期逐步推
广试验。“目前能种植在全区道
路绿化带的品种已有 20 余种。”

实验区城投集团新家园养护公
司总经理时顺锋介绍。

与此同时，平潭还不断改进
管养方式，通过合理调配土壤与
有机肥配合比、种植耐盐碱植
物，利用微生物菌肥等改善土壤
成分和结构，确保苗木健康生
长。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科学养护办法，使园林绿化成活
率从 85%提高到 99%，达到了

“常年皆绿、四季有花”的绿化
效果。

从“绿起来”到“美起来”
近年来，在“绿变”的基础

上，平潭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管
护水平，沿环岛路、中山大道、金
井大道重点实施花化彩化提升
行动，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
卷”。

进入冬季后，平潭的各大主
干道就迎来了新一波的补植添
彩工作。连日来，绿化养护工人
们迎着凛冽的寒风，在各大主干
道的绿化带上开展绿化补植和

花化彩化工作。
而像这样的补植工作早已

是工人们的“家常便饭”。每一
年，绿化工人都要根据时令，开
展多次的绿化补植和花化彩化
提升行动。在平潭的各大旅游
线路、重要景观节点，绿化工人
们精心设计不同风格的草花丛
和时花丛，打造最好的视觉效
果。待 5 月旅游旺季来临，鲜花
盛开，与草色映衬，五彩缤纷。

“除了春季的播种，我们还根据
不同节日种植不同风格的时花，
烘托节日气氛。”时顺锋说。

从单一绿化到花化彩化，平
潭绿化走出了一条“以彩衬绿”
的“升级之路”。五年来，实验区
深耕园林绿化养护，以“绿岛花
城”为目标不断探索“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十
三五”期间新增绿化里程约 52.11
公里、新增绿化面积 34.45 万平

方米、绿化投入 9663.79 万元、国
省道宜绿化里程 57.62 公里，基
本实现全岛常年皆绿的目标。
2019 年，平潭被授予“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切嘱托，着力提升实验
区绿化养护水平和质量，助力

‘一岛两窗三区’建设，续写生态
文明建设新篇章。”实验区城投
集团环发公司副总经理陈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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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大道沿线绿化（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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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文化场馆
传承良好家风家训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何燕）
昨日，位于金井片区向阳村的
金井家风家训文化传承教育基
地正式开放，这也是全区首个
家风家训文化传承教育基地。

金井家风家训文化传承教
育基地项目主要由孝廉文化公
园、摩崖石刻、家风家训文化馆
等组成。其中，文化馆分为三
个展厅，分别展示任厝的历史
杰出人物及独有的特色文化氛
围。

“金井家风家训文化传承
教育基地此前为任氏家族的文
化馆，为响应实验区对家风家
训文化阵地建设的号召，我们
对其进行改造提升，让它成为
金井片区的一张精神文化新名
片。”金井片区坛西联合党委书
记林勇说，基地作为集教研学
为一体的青少年校外教育基
地，不仅有助于传承良好家风
家训，还可以加强对青少年及
村民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
能为推进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

金井片区向阳村党支部书
记任顺武介绍，目前文化馆已
经接到多所学校的参观申请，
今后将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让
更多人知晓家风家训基地，进
一步弘扬传承良好家风家训。

这场作品展览
领略杰出画家风采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海
艳）记者从实验区旅游文体局了
解到，“刻刀上的小康社会——福
建省美术馆馆藏版画作品展”于
今日在实验区文化馆展出。

本次展览的作品涵盖了 30
余位版画艺术家的 35幅作品，
皆为福建省美术馆近年来收藏
的版画精品，作品大部分收藏自

“第四届中国青年版画展”“2017
第六届中国·观澜国际版画双年
展”的入选和荣誉作品以及中国
三大版画流派之一“北大荒”版
画系列作品，集中了国内当下杰
出版画家和青年版画家的优秀
作品。

【观展提示】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所有观

览人员均需佩戴口罩，并出示身
份证、八闽健康码，配合测量体
温。若单位统一组织，可提前预
约、错峰观览。

这本新书首发
带你追寻红色记忆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孙恩
妹）1月 9日，由平潭综合实验区
革命史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吴秉熙
同志 105周年诞辰座谈会暨《铁
骨丹心——吴秉熙传》首发式在
岚举行，吸引了社会各界 300余
人参加。

《铁骨丹心——吴秉熙传》是
平潭作家冯秉瑞撰著、海峡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 冯秉
瑞说，本书记录的是一代代的革
命研究者与革命先辈吴秉熙及其
家属之间的红色传承，也是献给
先生105周年诞辰的礼物。

吴秉熙的女儿吴云英说：“父
亲一生大公无私，常怀舍身忘义
的家国情怀。这本书记录了父亲
在践行革命使命路上愈挫愈勇、
战斗不止的经历，让更多人知道
老一辈的红色革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