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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静）7 月 17 日，世 游的讲解，更是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
遗大会驻华使节代表团到马尾参观。福 国船政的创办背景、发展历史，以及船政
州市副市长杭东，马尾区委书记张帆、区 人物的历史功绩。
领导江典顺陪同参观。
通济舰舵轮、阿姆斯特朗舰炮、清
下午 15 时 20 分，参加世界遗产大会 “福建船政同治十年”车床……大量的珍
的驻华使节代表首先抵达中国船政文化 贵馆藏，令外宾们目不暇接，他们时不时
博物馆参观。
拿出手机拍摄，向随行导游询问船政历
作为以中国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 史的有关问题，甚至拿出笔记本不断记
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新式教育、工业制 录着所见所闻。
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展陈内容
“马尾船政充分展现了中国清代的
深深地吸引了外宾们。大会专职英文导 军事实力以及中国人非凡的智慧。”泰王

主 办 单 位 ：福 州 市 马 尾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高度评价了 穿越时光，将大家带回到宋朝，感受中国
马尾在文化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认 古代爱情故事；喜庆的板凳龙舞蹈表演
为本次大会充分展现了福州的历史和文 《丰收乐》，向外宾展示了马尾传统农耕
化特点，
祝愿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文化习俗；精美的中国传统手工剪纸，更
随后使节们步行至船政古街戏台， 是令外宾爱不释手，
纷纷收藏留念。
观看八将舞等非遗节目表演，欣赏剪纸
在传统戏曲饰品摊位前，不少外宾
等民俗手工艺品。
穿戴起古典韵味的头饰，过了一把戏曲
清朝闽安水师自编自导的八将舞， 瘾。他们将中国传统的生巾、凤冠、附马
气势磅礴，这个闽台两岸民众喜闻乐见 冠、花旦头饰等逐一戴在头上，竖着大拇
的经典传统民俗节目，近距离呈现在外 指为世界文化遗产点赞。
宾面前；马尾原创闽剧《龙台驸马》选段，

船政申遗策略研讨会在马尾召开
加会议。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陈悦主持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作主旨演讲，大
家畅所欲言，
研讨船政申遗的方式及组织
架构，
共同为船政申遗献计献策。

庄永智代表马尾区委区政府，向与
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研讨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此次研
讨会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各位专家学者
对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极大

热情。众人划桨开大船，希望船政申遗
能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同
时，马尾区将携手各方努力实现船政申
遗成功，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和影响力。

马尾元素亮相世界遗产大会主题展览

本报讯（记者 吴丹红）7 月 19 日，第
此次展览向市民展示的绘事院、
轮机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主题展览正式开始向 车间、钟楼三幅船政建筑图都极具代表
市民免费开放。福建船政文化史迹图片 性，
它们都是
“国保”
单位——福建船政建
展也亮相其中。
筑群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船政文化城项目
展览以“人文自然，和谐共生”为主 “活化利用”
的具体表现。
题，分为“全球世界遗产风采”
“世界遗产
“福建船政文化史迹是见证中国近
在中国”
“世界遗产在福建”
展区。记者看 代化发展历程和自强爱国实践、反映船
到，
逛展的市民络绎不绝，
“文化遗产在福 政历史、关联重大史实和人物的文化遗
州”展厅成了市民打卡点，不少市民在福 存，综合体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技术、
建船政文化史迹图片展板前拍照留念。
文化交流……”在“文化遗产在福州”展

厅，市民翁新榕一边看一边饶有兴致地
读着福建船政文化史迹展板上的图片介
绍。
“ 船政在中国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培
养了一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和民族英雄，
非常了不起。”翁新榕说，他长期研究中
国文化，展板上的船政建筑群，把他的思
绪带回了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他被船
政先贤探索和拼搏的精神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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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展览参观时间定为 19 日至
31 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2 点 30 分至
5 时，地点位于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歌剧厅
内。市民可驾车沿南江滨东大道经福州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往三江口方向行驶
至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或者乘地铁 1 号线
列车（往三江口方向）到达梁厝站，再步
行至梁厝站 A1 口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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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区港口路下穿工程有新进展

船政文化城站第一道围护结构完工
本报讯（记者 陈晓静 文/图）7 月 20
日，记者在马尾区港口路下穿及市政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各工位施工
有序铺开，第一道支撑系统正在绑扎钢
筋，盾构接收井和小里程端（在地铁项目
施工中，称轨道延伸发展的方向为大里
程，
反向为小里程）正进行土方开挖。
正在现场施工的中铁四局技术员王
朝告诉记者：
“ 船政文化城站是一个三层
的地下车站，车站围护结构共设三道支撑
系统。目前，围护结构第一道支撑系统基
本全部完工，包括支撑、盖板、冠梁、挡墙
等结构。待第一道支撑系统和其他配套
施工设施达到设计要求，完成开挖条件验
收后。继而将逐步转入下一步的开挖和
支撑操作。预计在 8 月份可以完成第二
道围护结构施工。
”
记者在车站大里程端盾构接收井看
到，四层支撑梁伴随井口一层一层向下，
牢牢保护住接收井空间，第五道钢支撑托
盘正在焊接，井底挖掘机正在进行开挖作
业。预计本月底盾构接收井开挖到底，至
九月底可完成盾构井全部主体结构，为做
好盾构接收端的准备。
船政文化城站车站总长 202.2 米、宽
20.3 米，站台长 118 米、宽 11 米，为地下三
层岛式车站。车站负一层为市政地道，两
端接市政地道，负二、三层为地铁车站，负
三层两端接盾构区间。车站设 4 座出入
口、2 处下沉广场、2 组风亭、1 处安全出
口。车站采用明挖法施工，其中圆弧形基 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包含船政文化城站、 政文化城站第一道围护结构完工；罗星塔
坑半径 40.8 米。
罗星塔站、马江渡站和三个站点之间的轨 站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正在进行盾构开挖
据了解，马尾区港口路下穿及市政基 道以及相关市政基础配套设施。目前，船 的准备工作；马江渡站大里程目前已具备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大后劲。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区 9 项
省级重点项目 1-6 月完成投资 11.38 亿元
占年计划的 76. 4%，其中 8 项省级重点项
目均属于工业科技类型。5 月，省级重点
项目福建新大陆传统 POS 国际化工程制
造中心技术改造工程提前竣工，现已投
产，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租赁改造工程
制造中心及产品研发测试场所 0.65 万㎡；
购置机械臂、3D 打印机以及产品模具等
研发生产设备、运营设备以提升技术改造
水平，进一步优化产品性能、改善产品外
观、升级操作系统、丰富产品应用，从而逐
步提高市场占有率；省级项目——马尾光
储充检一体化智慧电源系统技术改造项
目目前已完成 1 个能源互联网管理及研
发平台建设及 3 条模组自动化生产线安
装和调试工作，提前竣工，可实现年产能
智慧电源系统 1000 台套。此外，福光精
密及超精密光学加工实验中心建设项目、
福建优你康隐形眼镜生产项目、飞毛腿电

出 版 单 位 ：海 峡 时 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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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调研琅岐“菜篮子”工程建设、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记者 江超云）7 月 20 日，区
委书记张帆带队调研琅岐“菜篮子”工程
建设、乡村振兴工作，区领导张清泉、江
智文、陈晓彬参加调研。
张帆一行实地察看粮食蔬菜轮作
区、绿色水产养殖基地、高优果蔬示范基
地等地建设生产情况，以及乡村振兴示
范点红 公社建设情况。
在粮食蔬菜轮作区，张帆认真听取
了城心农场、好鲜荪公司目前的运营情
况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并肯定了示范
企业在新品种种植方面做出的努力，以
及取得的成果。
在绿色水产养殖基地，张帆详细了
解了鑫海养殖的规模、方式等。

在高优果蔬示范基地，张帆与工作
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生产过程、技术
应用等情况。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张帆认真听取
了“食尚琅岐”果蔬交易平台操作模式及
红 公社运作模式的汇报。
张帆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强化
责任担当，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着
力提升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要靠
前服务，积极稳妥地推进琅岐“菜篮子”
工程建设发展。要做好无公害农产品的
品牌打造，朝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产
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区委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丁林怡）7 月 16 日，区 上讲忠诚。在工作中，大家要坚持按规
委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 矩行事，按制度办事，确保政治立场不
会召开。区委书记张帆、区委副书记张 移、政治方向不偏。区委办公室作为中
清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议，会上张 枢机关，在担当作为上，工作质量上要做
帆书记围绕《践行“五个坚持”提升“三 全区的模范和标杆，时刻以高标准来衡
服务”
水平》作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量和要求自我，处处争先锋、走前头、做
张帆表示，区委办公室作为保障区 示范。
委工作运转的中枢机关，发挥着承上启
此外，会议还集中学习了《论中国共
下、协调左右、沟通内外的重要作用，是 产党历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前哨”，也是“后院”。区委办公室同志 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中国共产党简史》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中办时提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
出的“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 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传达学习习近平
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负责的工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持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上，区委办
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五个坚持要求，把 党总支党员同志围绕“学党史、悟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等系列重要讲话精 办实事、开新局”的主题展开讨论发言，
神，作为指导党办工作的“纲”和“魂”，对 会上气氛热烈，大家纷纷结合部门工作
标最高标准，
持续提升“三服务”
水平。
实际，就改进作风、提质增效、担当作为，
张帆强调，要忠诚、干净、担当，做全 更好地为服务区委中心工作建言献策。
区干部的标杆，区委办公室全体干部必 会后，各党支部党员还开展批评与自我
须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 批评，
深入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
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政治

张帆到阳光学院走访调研
本报讯（记者 薛海云）7 月 21 日，区
委书记张帆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阳光
学院走访调研。区领导林建豪参加活
动。
张帆一行先后参观了阳光学院创四
方园、图书馆、校史馆、船政特藏室建设
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座谈会上，张帆
详细了解了阳光学院的发展历程、基本
情况、办学理念，以及船政文化研学建设

情况，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船政文化研
学团队建设进行了探讨交流。
张帆表示，阳光学院开展船政研学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团队优势，要紧
抓机遇，乘势而上，勇于创新，把全国独
一无二的船政文化资源开发为船政研学
实践课程体系，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
船政研学可持续发展。

管委会、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暗挖段进洞条件，小里程正在进行基坑石
方开挖。预计八月下旬将以罗星塔站为
起点进入盾构开挖阶段。

上半年马尾区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省市重点项目超序时进度
近年来，商贸投资的需求持续增加，
我区积极推动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提速、
比重提高、质量提升，鼎鑫财富中心、滨海
浅水湾、维也纳酒店、军航港口综合物流
基地等一批服务产业类办公场所正在持
续加快建设；列入市级重点项目的悦江湾
和琅岐山语城项目提前竣工；中铝瑞闽股
份有限公司建成了供应链协同平台，搭建
起大数据平台与逻辑模型分析，建立云服
务模式，形成数字化平台，建设信息安全
保障体系。此外，我区计划新开工一批重
点商贸项目如名成水产品智慧提升项目、
龙鼓度假区提升改造项目、琅岐红光湖文
化创意园项目等。
为推动马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区
把项目更大程度聚焦于工业科技类型，今
年我区共有工业科技项目 82 项，1-6 月累
计完成投资 24.04 亿元，上半年来，我区工
业投资持续增长强劲，靠前领跑，无论是
新上工业生产项目，还是企业内部技改升
级的投资力度，都跑出了“加速度”，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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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遗大会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马尾船政景区

本报讯（记者 章盈旖）近日，记者从
马尾区重点项目中心获悉，在区委、区政
府的正确领导和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今
年上半年我区省、市、区级重点项目进展
顺利，9 个省重点项目、110 个市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超序时进度。区重点项目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我区列入省级
重点项目 9 项，年计划投资 14.89 亿元，16 月完成投资 11.38 亿元，完成年计划的
76. 4%，超序时进度 26.4 个百分点。另
外，2021 年列入市级重点项目 110 项，年
计划投资 200. 75 亿元，1-6 月完成投资
110.5 亿元，完成年计划的 55%，超序时进
度 5 个百分点。
按建设阶段分，我区在建项目 88 项，
年计划投资 100.62 亿元，1-6 月完成投资
63.08 亿元，占年计划的 62.7%，超序时进
度 12.7 个百分点。按行业分,从完成投资
量看,商贸服务、工业科技、城建环保居前
三名，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为 29.36
亿元、24.04 亿元、14.80 亿元。

日

农历辛丑年六月十三日

主 管 单 位 ：中 共 福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委 宣 传 部

本报讯（记者 薛海云）7 月 17 日，船
政申遗策略研讨会在船政书局举办。管
委会主任、代区长庄永智出席会议。区
领导张清泉、张琴、江典顺，船政专家郭
旃、郑国珍、吕舟、魏青、梁章旋、杨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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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工业园二期等一大批在建重大项目的
布局带动了我区相关产业的提升,进一步
实现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和区内经济结
构的调整。
城建环保方面，我区花大力气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7 月 20 日，记者在马尾区港
口路下穿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施工
现场看到，马江渡站正在进行小里程基坑
石方、2 号出入口土石方等施工，据了解，
船政文化城站正在进行冠梁、环撑梁、小
里程石方、端头井土方开挖等施工，罗星
塔站主体结构已封顶，这项工程是地铁二
号线延伸段其中一部分工程，目前正有序
推进。今年，上塘路、中洲路、君山北路、
沈海高速复线连接线道路、小康路等多条
道路进行改扩建，完善交通路网；马尾区
亭江 3#渠黑臭水体整治项目、魁岐互通
周边绿化等配套工程、高层住宅小区户表
改造工程等一批民生项目正大力推进，建
设新马尾，
持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本报讯（记者 王晓霞）7 月 19 日，管 要求，要深刻认识开展政法教育整顿的
委会主任、代区长庄永智主持召开管委 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会、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管委会、区 感，确保中央、省、市的各项决策部署落
政府 2021 年第 16 次常务会议和管委会、 到实处。要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
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 “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提升为
领导吴晓峰、林群慧、江典顺、陈晓彬、张 民服务水平，切实将教育整顿的成果转
文、林建豪、徐国珍参加会议。
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要筑牢法治思
就学习中央、省委有关意识形态工 维，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面提
作文件精神，庄永智强调，要强化理论武 升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能
装、提高政治站位，巩固主流舆论、引领 力，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
思想导向，严格制度执行、强化责任担
会上宣布了管委会、区政府班子领
当，确保各领域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 导分工调整事宜；研究了龙鼓度假区古
全。
尾山路面改造工程、马尾琅岐地块协议
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队伍教 出让方案、申报福州古厝保护利用工作
育整顿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 专项奖励及通报表扬人员名单、儒江和
省政法教育整顿有关会议精神，庄永智 谐家园项目历史遗留等有关问题。

马尾区医院举办建院 120 周年大型文艺晚会
本报讯（记者 何鋆棽）7 月 20 日，马
尾区医院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百廿
展新颜，励精图治再奋进”建院 120 周年
大型文艺晚会。区领导郑是平、张林、伍
南腾、陈巍、余颖凌、唐寅、江典顺、卢融
参加活动。
晚会在开场舞 《荣耀之光》中拉开

序幕，多种文艺表演的形式好戏连台，展
示了马尾区医院医务工作者良好的精神
风貌，表达了马医人为百姓健康奋斗无
怨无悔的铮铮誓言和筑梦勉医的决心与
气魄、憧憬与祝愿。晚会在大合唱 《不
忘初心》中圆满落幕。

马尾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何鋆棽）7 月 16 日，马
尾召开 2021 年全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
议。区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相关
单位分管领导，各镇（街）统战委员，区工
商 联（商 会）副 主 席 、副 会 长 等 参 加 会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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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区领导伍南腾出席会议并讲话。
伍南腾在讲话中回顾总结了马尾民
营经济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薄
弱环节，就进一步做好马尾新时代民营
经济统战工作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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