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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33℃。（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主办 福州日报社出版

■编辑:黄成锟 美编:熊宏娇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详见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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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屹立世界屋脊，北依巍巍祁连、
中贯莽莽昆仑、南峙唐古拉山，承担着保护

“中华水塔”、三江源的重大使命，是中国乃
至东亚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青海，也是一片团结热土。在这个我
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省，各民族手
足相亲、交流交融，率先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省，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的生命线，推动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十四五”开局之年，建党百年之际，6
月7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踏上高原，看企
业、访社区、进农村、考察自然保护区，发表
重要讲话，为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高天厚土，一幅大美画卷铺展开来。

“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
的企业”

7日下午，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一片忙碌景象。

一块块不同规格、不同颜色的藏毯挂
满展示墙，上面编织着字符、花鸟、风景等
各类图案，写实的、抽象的，传统的、现代
的，花样精美，令人目不暇接。

“真是琳琅满目。”习近平总书记饶有
兴致走近察看，不时用手触摸感受藏毯的
质地。

近年来，正是依托优质原料、独特民族
风格和精湛制作工艺，一块块藏毯走下高
原、走向世界。

“你们企业有什么特色和优势？”总书
记问。

“我们公司最大的特点是生产原料90%
以上都是天然的。”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
采用的都是产自青海的天然绵羊毛，俗称

“西宁大白毛”，还有优质牦牛毛，织出的藏
毯不仅坚韧耐磨，还绿色环保。

走到原料展柜前，总书记拿起黑色的
牦牛毛、洁白的绵羊毛，用手指轻轻揉捏，

“感觉确实不错”。
“现在藏毯的市场需求怎么样？你们

主要是销往国内还是国外？”总书记接着
问。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挂毯，显得
有艺术氛围。这些年市场越来越好，国内
国外需求量都很大。”这家企业产品远销欧

美、中东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实现产值4200万元。
在青藏高原，编织藏毯已有千年历史，通过代代相传、改进创新，

既保留了传统技艺，也焕发了新的风采。2006年，“加牙藏族织毯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企业车间里，加牙藏毯非遗传承人杨永良正在手把手给身边的徒
弟教学。

“你这个手艺是祖传的吧？第几代了？”总书记停下脚步，同杨师
傅交流了起来。

“到我这是第七代了，我8岁起就跟着父亲学洗毛、捻线。”
“编织这样一幅藏毯需要多长时间？”
“一个人差不多要一个月。”
总书记勉励他：“你这个手艺很珍贵、很有意义，一定要传承弘扬

好。”
一块块藏毯，拉动起就业的链条。
企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他们公司绝大多数职工都是本地的，高

中以下学历占80%以上。“很多住在附近的家庭主妇，来企业接受培训，
三五年之后就能成长为熟练技工，平均月工资可达到四五千元。”

“发展产业就是要带动就业。”总书记点头表示肯定，“从这点来
看，藏毯产业不仅有扶贫致富、推进乡村振兴的作用，还有促进民族团
结的作用。”

从生产车间，到功能性检测室，再到设计部门，总书记一路看了下
来。

“百闻不如一见啊。”离开公司时，面对围拢过来的企业职工，习近
平总书记这样谈及感受，“藏毯是我们藏族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你们
企业在这个领域打出了品牌，很好地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结合在一
起，契合了个性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
最具活力的企业，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提
升。希望青海发展更多这样符合地方实际的特色产业，靠创新实现更
好发展。

“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我们再接再厉”
“我到地方考察，总要到农村、城市社区，看看人民群众生活得怎

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我们
解决。” （下转11版）

本报讯（记者 陈敏灵）10日，中
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
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9月召
开中共福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尤猛
军，市委副书记林飞，市委常委蔡战
胜、张忠、郭学斌、阮孝应、刘卓群、陈
云水、杨新坚出席会议。会议应到市

委委员34名、候补委员8名，实到市委
委员31名、候补委员8名，符合规定人
数。十一届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
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市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庆祝建党 100周年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
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
市党代会，对于我市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奋
力开创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新局面，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开好这次市
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市上下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夯实基层基础推
动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进一步凝心聚力坚持“3820”战略
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城市，努力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超越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为建设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
福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福建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严谨认真细致抓好市党
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要精益求精起草
文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紧密结合福州实际，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形成高质量的工作报告；要
严密组织代表选举，落实好代表构
成、代表产生、代表选举等各项要求，
确保选出一批优秀的党代表；要扎实
有序准备会务，紧扣时间节点、关键
环节，倒排进度，明确分工，加强统筹
协调，确保各项工作严密规范、符合
上级要求；要精心策划宣传报道，把
握正确导向，全方位、多角度宣传，
为大会顺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会议号召，要坚持换届与中心工
作两手抓、两不误，以强烈的责任担当
全力以赴抓发展，多措并举惠民生，坚
定不移强党建，不遗余力保稳定，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生事业不断改
善、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以崭新业绩迎
接市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学斌就《关
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向全会作说明。

中共福州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会召开
全会决定今年9月召开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从一条护城河，到如今的景观水
道，安泰河畔古韵犹在；从“重建轻
管”的河沟，到专业管护的水系，福州
城区水系的变化，让身边的幸福越来
越多。

从一条河到全水系，从少人管到
众人护，4年城区治水，福州内河水质
全面改善，三分之二主干河道水质主
要指标可达 IV类水标准。聚焦强管
护、提水质、亮名片的新课题，对标
2022年全面消灭V类水的总目标，城
区水系治理加速前行。

多样管水 护好美景
每天早晚，去白马河白马古桥附

近“上班”，是朱阿姨最近养成的习
惯。这份让她很上心的“工作”，就是

“民间河长”。和朱阿姨一样，由退休
老人、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

“护河团”，已成为护水的中坚力量。
“台江创新设立的‘民间河长’，

就是在政企‘双河长’基础上，为河湖
新添‘宣传员’‘巡查员’‘监督员’和

‘联络员’，让爱河护河成为越来越多
市民的自觉行动。”市城乡建设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在福州，不仅有“河长日”“民间
河长”，更有因地制宜的管水妙招。

在鼓楼，有创新“大数据+河长
制”这一河湖生态管理新模式，在全
省率先实现河长制“数据共享”；在
台江，有全市率先制定的《台江区政
企河长联席会议方案》和严格落实
的政企河长联席会议，专攻涉河“重
症顽疾”；在晋安，有“志愿服务+河
长制”，用“小积分”激发共治共享

“大能量”；在仓山，有全市首个由区
纪委牵头的“6+X”区水系提升工作
日常监督联席会议；在长乐，有无人
机河长制遥感巡查监测系统……

补足短板 更添品质
驿桥故影、烟雨空濛，昨日的安

泰河畔颇为热闹，市民游客正惬意悠
闲。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条与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相邻的河道，刚刚经

历过一场“手术”。通过雨污分流、补
水工程等补短板工程，留住“最忆市
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景。

“安泰河底子不错，但污水从驳
岸‘偷跑’，飘散的异味会影响市民游
客的游览体验。”该负责人介绍，他们
搭起白马河—安泰河的补水新通
道。根据最新水质监测数据，安泰河
水质已达地表 IV类水标准。

“在水系治理好底子的基础上，
我们展开新一轮城区内河水质提升
行动。”该负责人说，聚焦市政基础设
施、沿河污染源管理及部分河道水
量、水动力不足等短板，“一竿子插到
底”的根治还在继续：有新建改造污
水管网 37公里，完成浮村、连坂一二
期污水厂扩容扩建工作；有强化污染
源防治的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和
内河周边环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有
增加水量提高水动力的高水高排工
程和螺城补水泵站建设。

“对标 2022年全面消灭V类水总
目标，我们正开展城区水系治理后评
估，还会加快编制城区水系专项规
划，提升内河功能品质，擦亮山水城
市名片。”该负责人说。

唱响管护新曲 做好水质加法
我市擦亮城区水系名片，全民共享生态福利

本报记者 孙漫

市民乘船游览白马河市民乘船游览白马河。。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叶义斌摄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
福州市人大系统书画摄影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党委主办，市人大书画院承办，市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
会协办的“伟大历程 百年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福
州市人大系统书画摄影作品展”9日起在于山堂一层开展。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为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鄢萍、陈春光、关瑞
祺、肖华、李凡、李永祥、陈曾勇到场观展。

此次展览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要举措。为组织好展览，市人大书画院多次组织艺术家
深入我市红色教育基地和基层开展采风活动。

本次展览将持续四天，共展出作品225件，其中书法89件、国画76
件、摄影 60件，来自各级（历届）人大代表和各级人大机关干部的作品
占总数的 44%。作品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再
现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现新
时代有福之州的发展成就与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

中共福州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会召开中共福州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会召开。。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人峰摄张人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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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开寻找
2021八闽工匠年度人物
优选10位，每位颁发一次性奖励金5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记者 10日从省总工会获悉，2021
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选树宣传活动启动。即日起，省总工会将
在全省范围公开寻找 2021八闽工匠年度人物。全省拟提名
30位入围，并从中优选10位。2021八闽工匠年度人物颁发证
书和一次性奖励金5万元。

选树条件如下：应在福建连续工作5年以上，具备全国一
流、全省领先、行业顶尖的技术技能水平，以生产一线职工为
主，或对传统文化传承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员，要求政治过硬、
技术过硬、事迹过硬。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工匠，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工匠，欢迎
自荐或推荐。推荐办法包括单位推荐、个人自荐和工匠推荐，
需在7月9日前完成全部推荐。其中，“工匠推荐”方式是新增
的，由历年八闽工匠年度人物推荐人才，让优秀技术人才发现
更多优秀技术人才。活动咨询联系电话0591-8773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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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委教育工委抓好青少年群体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革命精神

长乐：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窗口而奋斗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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