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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渔业提供充足“氧气”

张迎迎阮丽双高建生 陈健斌

“以前我们惠屿村就是最落后的

地方，现在经过改造，用上了更加放

心的电，村民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啊！”日前，国家电网泉州电业局用

电满意提升团队走进惠屿岛，为岛上

的校头配变更换低压导线，解决了线

路老化和污闪的问题，进一步保障了

岛上生活、生产用电，得到了鲍鱼养

殖户肖春来的赞赏。

电网升级改变养殖产业

泉港南埔镇惠屿岛，是泉州市唯一

的孤岛行政村。目前，惠屿岛拥有 40多
艘小型渔船，养有海蛎近 800亩、海带
650亩、鲍鱼几百万粒、江蓠菜 100亩。
原来岛上仅有一台 250千伏安的公用
变压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面积

的海产品养殖，岛上居民的用电需求逐

年攀升。为解决岛上居民日益增长的用

电需求，泉州电业局于 2012年 9月在
岛上新增加了一台 100千伏安的变压
器。由于海岛地理位置特殊，岛上的低

压导线受湿气影响出现腐蚀现象，该局

用电满意提升团队又为惠屿岛的校头

配变更换低压导线，消除安全隐患，让

岛上居民用上放心电。

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不仅使农民

生活发生改变，而且为农业养殖增产

增收带来强大动力。在台湾农民创业

园，来自台湾的养殖业主陈善孝和工

人正忙碌在养殖池中，为鲍鱼苗换

水，清洗池中的淤物。

“电就是我们养殖户的氧气。”见

到笔者，热情的陈善孝迎了上来，“现

在水产养殖已经一刻也离不开电了，

饲料的高温杀毒、海水的抽泵和更

换，都要电来提供能源。只要停两个

小时电，全养殖场的鲍鱼都要说拜

拜。我们的柴油发电机已经派不上用

场了，为我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

据了解，惠安台湾农民创业园是

六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之一，主

要以现代渔业为特色，由于海洋环境

良好、地理位置优越，不易受台风等

自然灾害影响，吸引了不少企业在此

投资海鲜养殖。陈善孝于 2004年来
此投资创办慧峰水产养殖公司，主要

从事鲍鱼养殖和鲍鱼苗养育，一年产

值可达 600多万元。
国家电网泉州电业局主动靠前

服务，倾听供电服务意见和建议，重

点向台湾农业创业园区的电网基础

建设倾斜，2013年新增加配网建设资
金 750万元，拟新建及改造 3条 10kV
线路和 28台配变，进一步提高园区
供电能力，满足新增负荷用电需求。

目前已结合农网升级改造，在创业园

区的海堤旁新增了一台 200 千伏安
变压器，增大供电线径，更换改造老

旧的线路，为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养殖

户们提供了可靠的用电保障，为现代

渔业注入了充足的“氧气”。

新型农村电网已初步建成

随着新农村以及示范小城镇的

建设，农村地区对供电质量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经过不断改造升级，泉州

地区已初步建成了安全可靠、管理规

范的新型农村电网，纵横交错的电网

延伸到每一个村落。为了持续提升供

电质量，推动泉州经济发展，国家电

网泉州电业局将农网升级改造作为

“民心工程、惠民工程”全速推进，开

展用电满意提升工程，实施新一轮农

网改造升级工程，着力解决县域电网

薄弱问题，解决农村供电设施过负

荷、供电“卡脖子”、“低电压”等突出

问题和提高农村居民用电质量，加快

建设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

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切实提高

了农村配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特别为

安溪、永春、德化等山区县的边远村

落的电网改造提供资金支持，更好地

满足边远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

民生活用电需要。

2013年，国家电网泉州电业局农
网改造升级工程计划投资 13.023 亿

元，计划新建及改造 110千伏变电站
7座，新建及改造 35 千伏变电站 4
座，10千伏线路 768.5公里、配电变压
器 974台，新建及改造低压线路 216.3
公里。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5.0917亿
元，投资完成率 45.3%，累计完成新建
及改造 110千伏变电站 2座,35千伏
变电站 3座，新建及改造 10kV线路
186.57公里、配电变压器 583台，新建
及改造低压线路 55.9公里。大规模的
配变增容、新增配变布点以及中低压

线路改造，将大大提高农村配网供电

能力，提升农村地区供电质量。

品品香：中国白茶领军者
吕晓艺 本报记者 高建生

2013年的中国茶市，依然苦苦
挣扎在“寒冬”之中。在一片哀叹声

中，福鼎白茶犹如一道划破黑夜的

闪电，逆势而上，原料价格上扬了近

35%，同比去年，每亩茶园茶农增收
2000元左右。

4月，中国茶叶区域公共品牌
价值评估结果发布，福鼎白茶品牌

价值达到 26.93亿元，连续四年位
列全国十强，年均增长率高达

6.1%。
业界诧异：是什么原因让福鼎

白茶一夕之间炙手可热？

林振传却一点也不惊讶。作为

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已经深耕福鼎白茶品牌 20余年
了。如今白茶市场的日渐升温，在他

眼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与此同时，有关白茶，民间广为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世界白茶在中

国，中国白茶在福鼎，福鼎白茶品品

香。

品品香俨然成为了白茶的形象

代言。然而，在这简单一句话的背

后，却是品品香自成立以来，始终以

“创新技术、创建品牌、创意文化”的

理念引领白茶行业发展，全心全意

成就福鼎白茶品牌的漫长历程。

第十一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于 6 月 17 日至 21
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总面积 8万平方米，设
置 8 大展厅 53个展区，报名参会嘉宾 12000 多人，举办各种
对接活动和科技论坛 34场，每天至少举办一场网上在线对接
活动。本届展会专业馆增多，新增电子商务馆、物联网馆、央企

馆、台湾馆、上海馆、科技小微企业馆、美国绿色经济科技成果

馆等，还设有优秀创新产品展区。 （高建生）

近日，福州电业局的十几名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完成 600
多户居民智能表及导线的换装。截至目前，福州（含闽侯）地区

累计共有 125万户居民换用新智能表，市区覆盖率达 95%。据
悉，新智能电表将旧表 20安培的表计更换为 60安培，能极大
满足夏季大容量用电需求，市民能够体验智能表的便捷，真正

享受明白消费、公正用电。 （赵芳 陈明 高建生）

最近，福清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福建新福兴玻璃集

团，为 LOW—E 生产线用电设备进行“义务体检”，并为即将
投产的超白压延光伏玻璃项目“量身定制”用电方案。据了

解，玻璃产业是福清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为助推产业发展，福

清供电公司靠前服务，针对企业特点，制定“成长计划”，从项

目落地到增资扩产，提供“一条龙”供电优质服务。

（陈君坦 高建生）

近日，福州 220千伏建新-先农线路工程成功投运，这是
福建省入地最深、最长的一条隧道高压电缆，全线采取顶管施

工技术，最深处可达地下 19.6米。220千伏建新至先农线路工
程是福建省首座 22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先农变的配套项目，
总长 5.843公里，顶管净空断面直径 3.2米，平均入地深度为
17米，可同时容纳 4回 110千伏和 4回 220千伏电缆线路，是
福建省目前规模最大的顶管工程。 （张昊 高建生 陈芳）

近日，福建长乐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专业第二十四周“专责

讲坛”开讲。进入 6月份以来，长乐供电公司紧扣“安全生产
月”活动主题，凭借安全警示标语、横幅、公告、视频等载体对

安全生产理念进行宣贯，组织职工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征集

安全生产摄影、漫画等作品。该公司各部门共举办相关专业安

全培训活动 18场，总计达到 530余人次；组织相关专业技能
竞赛 5场，共计 70余人参加。 （冯林 高建生）

第十一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召开

福建长乐供电公司加强安全培训教育

福建省最深输电线路工程成功投运

福清供电公司助力玻璃产业腾飞

福州完成 125万户居民智能电表换装

低压台改造 李智超 /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

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健康

牌”正成为福鼎白茶营销路上最闪

亮的一张“通行证”。

2011年，品品香联合 5家著名
科研机构，以品品香公司不同年份

的白茶为研究对象，得出白茶具有

美容抗衰、抗炎清火、降脂减肥、调

降血糖、调控尿酸、保护肝脏、抵御

病毒保健养生的功效。同时，陈年白

茶富含黄酮、茶多糖等有益身体健

康的物质，比新产白茶在保健功效

上具有更佳的作用效果。

“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林

振传谈起民间的流传，“这说的就是

白茶的养生保健功效。”据了解，福

鼎白茶越陈越好，越存越醇，因此投

资福鼎白茶既不会造成产品积压，

可降低投资风险，又可用作收藏，提

升价值空间。

这些独特性构成了白茶产业的

未来发展优势，也决定了白茶产业

的辉煌前景。形势一片大好，林振传

依然显示了超凡的冷静：“品品香团

队苦心经营 20多年，淡定执着，只
为做一杯自然、健康、品位的好茶献

给千家万户。”

在林振传的战略规划中，未来，

品品香将继续秉承林氏数百年的制

茶工艺、依托福鼎白茶文化底蕴以

及太姥山娘娘治病救人的美丽传

说，走白茶文化传播和茶叶品牌连

锁经营的独特路线，从科技、文化双

方向着手，全力打造中国白茶第一

品牌，做强做大茶产业，兴茶惠民。

“我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爱茶人

都拥有 2斤白茶。”针对记者提出的
“中国梦”问题，林振传极为认真地

回答道，“我的‘中国梦’，就是我的

‘白茶梦’。”

近年来，福鼎白茶产业从传统的

加工方式逐渐转变到现代工艺的融

入，从单一产品沿着多样化生产链发

展。品品香率先带头在加工技术上不

断研发、创新，走出一条标准化的加

工模式。

“这都是我们根据白茶加工要求，

自主研发而成的。”林振传带领记者参

观全国首条日光节能型白茶连续化生

产线时，自豪地介绍道。该生产线采用

日光萎凋与热风萎凋相结合的复式萎

凋工艺，再经过堆放转色，最后干燥而

成的独特工艺，具备全天候生产、全程

不落地式的清洁化生产，大大提升了

白茶的生产力，不仅节能，更为省力，

关键是提升了产品品质。

经实践证明，由此生产线加工的

白茶具有馥郁的花香和毫香，其外形

挺秀紧凑，色泽银绿有光泽，茶汤滋味

鲜灵醇厚，叶底嫩黄微红，花香明显。

林振传撮起一点茶叶，向记者介

绍道：“这是我们经过多年实践研究，

在白茶传统工艺基础上进行创新，研

究出的新产品———花香白茶。”其口

感清甜爽口，香气馥郁鲜明，带有杏

仁花香。该工艺于 2012年荣获国家
发明专利。目前公司已经拥有 7个发
明专利，10个实用新型专利。

加大科研投入，推进技术创新，

品品香为福鼎白茶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带动白茶

品牌的发展。近年来，陆续成立了福

鼎市品品香白茶研究所、福建茶行业

星火技术创新中心和福建省白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开展福鼎白茶的

品质跟踪和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并与

福建农林大学等科技院校建立产学

研战略合作关系。承担了国家重点农

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成为福建农林

大学茶学科教实验基地。

好品牌源于好品质。“提供自然、

健康、品位的好茶，是品品香对消费

者最贴心的关爱。”如何确保品质，林

振传的秘诀是：从源头抓起。

据了解，品品香拥有福鼎最大、

最早、最多、最优质、最高海拔的有机

白茶基地，海拔在 600米以上。

基地周边无其他农田，四周森林

密布，森林覆盖率 80%以上，植被保存
完好，常年云雾缭绕，有利于茶叶营养

物质的积累；空气、水质达国家一级标

准；土壤以茶叶种植最佳的黄砾壤为

主，有机质含量高，矿物质含量丰富，

拥有生产福鼎白茶最佳的生态环境。

作为福建省最早引进有机农业

管理技术的企业，品品香在基地全面

贯彻有机标准化管理模式，有效地从

源头上控制茶叶品质和安全。

优越的茶园环境和科学的管理

模式，为品品香带来荣誉的肯定。品

品香有机茶基地通过国家农业部良

好农业规范 (GAP)认证、中农质量认
证中心有机茶 (OTRDC) 认证，德国
BCS、日本 JAS、美国 NOP有机食品
认证，成为全国茶叶标准园、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农业茶叶质量

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基地和福建省

(CIQ)茶叶出口备案基地。

常年以来，“墙内开花墙外香”

似乎成了福鼎白茶的尴尬写照。因

其工艺天然、绿色健康，且具有保

健养生的独特功效，产品远销欧

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受当地人民

的追捧热爱。在改革开放之后，为

中国出口创汇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在国内，福鼎白茶却长期

位于令人遗忘的角落。这让出生于

制茶世家的林振传，深感任重而道

远。

“品品香不只是在经营一个企

业，更是在推动一个产业发展，弘

扬中国白茶文化，传承祖辈的制茶

工艺。”林振传介绍，中国白茶企业

不下 1000多家，而品品香始终以
推广“福鼎白茶”这一公共品牌为

首要方向。

“我可谓见人就说白茶。”回顾

创业初期的营销推广，林振传乐呵

呵地打趣道。因为宣传白茶的积极

性，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福

建省长黄小晶每次见到林振传，都

不叫名字，而是亲切地叫他“白

茶”。

这位“白茶”抓住了全国茶产

业发展的机遇期，积极开展多渠

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活动，同

时努力挖掘、发展和提升福鼎白茶

产业的文化内涵，树立福鼎白茶的

品牌形象。

2012年 10月，集白茶历史文
化展示、工艺展示、品饮、培训为一

体的白茶文化体验馆正式开馆。它

以白茶为载体，结合赏茶、品茶、茶

艺表演等，实现了由“茶文化”向“茶

生活”的延伸。同时，借鉴欧洲酒庄

先进的生产及管理理念，品品香建

立起世界上第一座集白茶种植、生

产、营销、文化、旅游、收藏为一体的

现代化白茶庄园。

据统计，2013 年春茶生产期
间，品品香共接待了近万人次，大

大促进了福鼎白茶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

“只有公共，才有个性。”林振

传认为，先将福鼎白茶公共品牌打

响，才能促进个性品牌的发展。谁

来扛起这份责任？作为福鼎白茶唯

一的中国驰名商标，品品香责无旁

贷。“抓质量，拓市场，建渠道，塑品

牌，弘扬白茶文化，我们要起龙头

作用”。

着力公共品牌

资讯

源头严控品质

科技引领突破

林振传的“白茶梦”

全国首条日光节能型

白茶连续化生产线
品品香河山

有机茶基地

走进国家电网

泉州电业局全速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mailto:shangxy6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