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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福建破解百姓出行难

今年96%的建制村将通客车
本报讯 记者在2013年全省交通运输

工作会议上获悉，2013年，福建省将以高速
公路和国省干线为重点加快综合通道建
设。高速公路力争建成福永、厦漳大桥等
15个项目（路段）超570公里，海西网通车里
程突破4000公里；普通公路将分类推进“镇
镇有干线”项目，新建成二级以上国省干线
和三级以上“镇镇有干线”项目500公里；实
现全省96%以上建制村通客车。

据了解，2013年福建省还将抓好交通为
民办实事工程，计划新增更新公交车1500
辆，新增更新出租汽车1200辆；加快衔接多
种运输方式的枢纽站场建设，新建武夷新区
（将口）综合客运枢纽等12个项目，续建福州
新汽车南站等17个项目。 （吴宏雄）

福州1600多冬泳健儿渡江迎新年
本报讯 元旦当天是中国冬泳日，福州

1638名冬泳健儿欢聚西河游泳场泳渡闽江，
以推进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由来自五区八县的47支冬泳队参加渡
江活动，其中女队员300多人，也有70岁以
上老人近百人。

福州冬渡闽江是中国冬泳日规模最
大的活动之一，是榕城迎接新年的一道靓
丽风景线，已成为宣传全民健身、倡导健
康生活、保护母亲河的品牌活动。福州冬
泳协会是先进体育社团，不断发展壮大，
已连续10多年组织新年渡江。 （孙贤迅）

今年厦门马拉松吸引7万多人参加
首次 4 枪发令

本报讯 2013 年厦门国际马拉松赛
将于 1 月 5 日开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
进入冲刺阶段。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
73893 名选手报名参加，赛事规模再创新
高，高水平运动员邀请情况也优于往届，
还将增加“4枪发令”等新元素。

据了解，全新的开幕仪式也即将揭开
神秘面纱，相较于往届，此届赛事将更加

“国际化”。为增加赛事精彩度，开赛当日
将在赛道沿线融入音乐、街舞等时尚元
素。通过在民间特色表演基础上增设街
舞、cosplay等活动，让整个42.195公里赛程

“动”起来。 （本报记者）

漳州郊野公园新年开园
城区中保留原生态风貌
本报讯 总投资6亿元的漳州郊野公

园，新年开园。1 月 1 日，漳州 260 多名自
行车爱好者从郊野公园西溪主入口出发，
开始他们4.6公里的骑行活动。

据悉，郊野公园是在漳州市致力打造
“田园都市、生态之城”理念的推动下兴建
的，它位于城市的核心区，却最大限度地
保留了原生态风貌和田园风光。

（林晓琪 黄建东）

莆田全市城乡逐步建立
老人标准化电子健康档案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到 2015年，莆田市将新增民办养老机
构床位4600张，使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机
构床位数达到30张以上。

据悉，到2015年，力争每个乡镇拥有1
处居家养老服务场所。此外，3年内，莆田
市、县都将建成一所集孤老供养、孤儿养
育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福利中心。目前，
莆田市全市城乡正逐步建立老年人标准
化电子健康档案，该档案将与养护康复机
构电子病历等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另外，
莆田市将建设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与120、
119、110等公共平台对接，为老年人提供
应急呼叫等服务。 （陈晋 王钊）

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 协办协办

你有直上云霄的“飞行员梦”
吗？今后，这个梦在福州就能实
现。日前，记者从闽侯竹岐的福州
通用航空基地获悉，福建省首个通
用航空产业基地——福州通用航
空基地现正进行施工扫尾，通过民
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等部门验收后，
预计今年 2月对外营业，届时将开
通直升机空中观光、空中婚礼、包
机、飞机驾驶培训等服务。

基地塔台可监控3.5公里内所
有气象信息

福建正阳通用航空机场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宏介绍，塔台内将
安装飞机控制设备、气象设备、对空电台、
助航灯光、语音记录仪等仪器。

塔台完工后，直径 3.5公里范围内的
风向、风速、气压、温度、雨量等气象信息，
会实时在指挥控制室的电脑屏幕上显示，
为直升机服务。目前，塔台上已到位了 2
个管制员、2个气象员、1个通信员，这5名
工作人员可随时与直升机上的驾驶员保
持联系。

据介绍，福州通用航空基地通过民航
华东地区管理局、民航福建安全监督管理
局验收后，将取得直升机营运资格，每次
起飞前向军民航空管理部门通报起飞信
息，获准后就可起飞。

世界最先进轻型直升机已飞抵航空
基地

王建宏告诉记者，福州通用航空基地

停机坪、机库可同时停放4架大型直升机、
12架小型直升机。在机库内，停放着一大
一小两架直升机。在其中一架大直升机
前，王建宏介绍：“这是从美国进口的
Bell429型直升机，由美国贝尔公司研制，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双发动机直
升机之一，也是目前第一架在中国投入运
行的Bell429，其售价高达5500万元。”

据了解，Bell429 可在 4000 多米的高
空飞行，巡航速度每小时可达287公里，航
程可达 676公里，它配置了先进的雷达系
统与驾驶控制系统，机身安装了很多传感
器，机舱外的气流、风速等气象信息可实
时在驾驶室显示。机舱内也是VIP配置，7
个真皮座位，空间很大，乘坐舒适。

另一架小直升机是从美国进口的施
瓦泽300型，据介绍，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广
泛应用的活塞式直升机之一，主要用于飞
行培训。王建宏说，航空基地计划在 3月
份，再引进两架施瓦泽300型直升机，以满
足基地的培训任务，另外计划在 5月从美
国进口一台Bell407型直升机。

直升机空中观光如何收费？
据介绍，市民花 1000多元人民币，就

能乘坐由专业飞行员驾驶的直升机，在福

州上空飞行约 15分钟。除空中观
光游览外，喜欢浪漫、讲究个性的情
侣们，还可定制个性化的“空中婚
礼”服务。

直升机包机手续咋办？

记者了解到，福州通用航空基
地的直升机飞行点，将辐射福建省
内的各个县（市）区，市民可办理包
机业务，费用按照所选的直升机型
号、飞行航程确定，在几千元到几万
元不等。据介绍，包机乘客出发前
一天下午 3时要把飞行需求报到福

州通用航空基地，若无特殊情况，第二天
就可出发。

王建宏介绍，正阳公司设在厦门的通
用航空基地，也计划在今年初投入使用；
此外，龙岩的通用航空基地也正在建设；
今后，福建其他设区市也将新建通用航空
基地。

私人飞机驾照，怎么培训？

据了解，华东地区唯一一家专业直升
机培训公司——上海金汇通用航空已在
福州通用航空基地设立分公司，专门负责
飞机驾照培训等业务。

记者获悉，福州通用航空基地目前已
经接受了不少打算考取私人飞机驾照的
学员。据王建宏介绍，年龄在 18岁至 60
岁，身体健康，符合体检要求的学员，在通
过理论学习、理论考试、模拟器训练、飞行
训练、飞行考试等环节的考核后，就可以
领到私人飞机驾照。“花费28万元，大约需
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

另外，打算购买私人飞机的客户，也可
在福州通用航空基地登记选购国内外各类
型号的直升机。

（阙文龙 张超晖 文/图）

1 月 1 日 0 时 0 分，
福州千年古刹——开
元寺举行新年敲钟祈
福活动。福建省政协
常委、福州开元寺方丈
本性大法师主持新年
敲钟祈福活动，与信
众、僧侣共同敲响新年
钟声并为参加活动的
民众祈福。图为本性
大法师与民众共同敲
响新年钟声。

（刘可耕 文/图）

福州通用航空基地今年2月对外营业

花28万元可圆“飞行员梦”

贯彻十八大精神
展示福建新风采

福州千年古刹新年敲钟祈福福州千年古刹新年敲钟祈福

本 报 讯 记
者日前从福建省
政府获悉，《福建
省实施〈农村五保
供养工作条例〉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在省政府第 102次
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将于 2013年 2月 1
日起施行。

年满60岁无人赡养可享五保待遇
根据《办法》，供养对象为：年满 60周

岁老年村民、残疾村民或者未满16周岁的

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
能力的，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持有二级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的残疾村民、年满 16周岁但仍在接

受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可视为无
劳动能力；有土地承包经营收
入、集体经营分配收入或者其他
收入但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
的，视为无生活来源；法定赡养、

抚养、扶养义
务人失踪的，
视 为 无 法 定
赡养、抚养、
扶养义务人。

农村五保供养包括5项内容
《办法》规定，农村五保供养包括 5项

内容：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供
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提供
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提供疾病治
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应当给予照料；办
理丧葬事宜。

同时，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
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应
当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所需费用。

（薛辉）

今年今年22月月11日起福建三类人可享五保待遇日起福建三类人可享五保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