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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2021年高考刚刚结束，在广大高考学子逐梦的关键时刻，建行“劳动者港湾”

为高考学子及家长提供了夏日的暖心服务，与莘莘学子、陪考家长并肩作战。

助考加油、暖心服务劳动者、跨界便民服务……“劳动者港湾”已然成为

建行福州城东支行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落点之一。今年以

来，支行将“劳动者港湾”建设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合，持续优

化网点便民服务设施，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实用、便捷、温暖贴心的服务。

建行“劳动者港湾”传递触及心灵的温暖力量
我为群众办实事：

助考加油
为学子保驾护航

饮水、纸笔、手机充电、打印复印、便民

服务箱……板报上写着“你拼搏，我加

油！”，桌子上摆着满满的助考文件袋，走进

建行福州城东支行“劳动者港湾”，一股浓

浓的助考氛围扑面而来。

“孩子考场在这附近，在‘劳动者港湾’

不仅可以吹着空调避暑，还有水喝，真的很

贴心。”福州市民张先生连续三天都在考场

附近陪考，为建行助考服务连连点赞。“除

了考生、家长，协助高考的交警、环卫、城管

等户外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也是我们服

务的对象。”建行福州城东支行工作人员表

示：“ 今年以来，福州城东支行先后组织了

‘港湾陪您过福年’、‘有福相阅’书香港湾

活动等惠民活动，让广大群众深切感受到

建行温馨的服务。”

情系民生
为劳动者暖心服务

“现在好了，在这里不仅可以舒适地乘凉休
息，还可以喝着凉饮，让我们感受盛夏的清凉。”建
筑工人小岑和工友们兴奋地说道，“建行还在这配
备了微波炉，以后中午可以不用吃冷饭冷汤了。”

用心传递金融温度，“‘劳动者港湾’，您身心
可以停靠的地方”。如今，建行“劳动者港湾”除了
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歇脚喝水的“暖心窝”，也逐步
拓展服务内涵，结合金融科普及劳动者专享金融
服务，让劳动者心有所依，身有所托。近日，还适
时推出了一项劳动者专享保险龙支付 1 分购活
动，只要一分钱，就可以享受意外伤害保障。

跨界服务
延续提升民生福祉

市民张先生在建行福州城东支行营业室查

询了个人征信情况，打印出来的个人信用报告包

含有信贷记录、信用卡是否逾期、公共记录、查询

记录等内容。张先生直言：“办理贷款业务需要

个人信用报告，在建行就可以直接查询，真方

便！”

助力福州打造半小时便民服务圈，建行福州

城东支行“劳动者港湾”同样不遗余力，支行结合

地方区域资源，积极与政府部门、企事业机构等

互联合作，探索引入第三方服务资源，拓展港湾

服务功能，深化“劳动者港湾+”模式，将网点打

造成聚合多类型、多方面服务资源的多功能小型

生态园地。为市民提供企业注册登记、征信查

询、机动车抵押登记等一站式便民服务。此外，

该行还深化银媒合作，带动社会公众参与善融扶

贫、公益助学、义务宣传、法律援助等惠民活动。

开放共享，勇担国有大行“我在”的社会责

任，“劳动者港湾”体现了建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诚意与用心。接下来，建行将深度建

设“劳动者港湾”，以新金融思维开放网点服务资
源，为市民打造温馨的建行港湾。

建设银行福州城东支行建设银行福州城东支行““劳动者港湾劳动者港湾””助考加油站助考加油站。。

程东

本报讯（记者 王炳聪）昨日
上午，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共 185项，福清佾舞上榜。同
时上榜的还有沙县小吃制作技

艺等其他 14项我省非遗项目。
福清素有“海滨邹鲁，文献

名邦”之美誉，周礼佾舞在福清
源远流长，清乾隆木刻版《福清
县志》详细记载了官方集体传承

佾舞的建制。北宋福清籍乐师
刘铣主持制订的“大晟乐章”被
宋徽宗定为国家正统音乐，颁行
天下；明朝时，其中六首被李之
藻收录编撰在《頖宫礼乐疏》中

而得以保存，至今仍为两岸佾舞
配乐。清代纪晓岚又将《頖宫礼
乐疏》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
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现在中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及中国台湾等
地区孔学礼乐文化研究考据的
权威文献。

近年来，为进一步弘扬和保
护佾舞文化，福清市不断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凝聚提炼佾舞的当
代价值：2012 年成立立达孔学
会，以传承周礼·佾舞为抓手，整
理佾舞图谱画册及乐理典籍等；
2013年启动恢复和延续传承“周
礼·佾舞”的保护计划；2015年在
福清龙华职专设立传承基地，让
佾舞走进校园……得益于福清
市的努力，2017 年 1 月，佾舞入
列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保护名录；2019年
10月，佾舞列入福建省推荐申报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佾舞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
名录，将有利于福清对于佾舞保
护和传承。”福清市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副局长林国祥介绍，福清
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深入挖掘
历史文脉，加强佾舞队伍建设，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拓宽佾
舞文化的交流合作领域、范围、
广度和深度，推动周礼佾舞等优
秀传统文化走向舞台，重返大众
视野，让更多人看到佾舞等非遗
项目的博大精深与古老厚重。

据了解，“周礼佾舞”文化源
自河洛“六代乐舞”。3000 多年
前，周公在洛水之滨营建洛邑，
开始制礼作乐。他整理并继承
了前代遗存的乐舞，统称“六代
乐舞”，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
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
动。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礼乐
文化和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
国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福清佾舞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佾舞佾舞。（。（福清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供图福清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供图））

本报讯（记者 谢薇）市教育局
昨日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义务教
育招生工作的通知》，今年公办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仍按“就近入学、
对口升学”原则招生，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报名数超计划数的，继续实
行 100%摇号招生。同时为适应招
生形势发展变化新要求，对招生政
策进行了小幅调整和完善。

今年政策从人文关怀角度出
发，增加以下指导性内容：“对属统
筹范畴的适龄儿童，各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根据就近入学原则和
区域相关学校学位容量情况，在确

保不产生大班额的前提下，依家长
意愿，可安排二孩适龄儿童入读其
哥哥（姐姐）就读的学校；如二孩哥
哥（姐姐）就读学校生源爆满，无法
安排二孩就读，在符合转学政策和
有学位空余的前提下，也可依家长
意愿，安排其哥哥（姐姐）转入二孩
接收校，以方便家长接送子女，更
好履行监护职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二孩
家庭子女就学人文化安排的前提
条件是学校有学位空余。其次，统
筹范畴的学生主要指：①户籍在片
内但不符合按划片入学条件的学

生；②参加电脑派位未被录取及符
合条件因故未参加电脑派位的随
迁子女。

今年，小升初全面实行公民办
学校同步招生，坚决杜绝提前招生
和“掐尖”招生行为，或通过任何形
式的提前摸底、意向登记、预约等
方式争抢生源。

民办学校报名人数未超过招
生计划数的，一次性全部录取；报
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热门民
办校，除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教育
优待照顾对象可单列录取外，所有
报名人员实行随机派位录取。

对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
由生源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当
地相关政策规定统筹安排到公办
学校就读。五城区填报民办初中
志愿未被录取的学生，按各区公布
的初招对口方案升学；通过摇号被
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愿意就读
申请退档的，由生源地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读。
这里指的是，参加热门民办校摇号
的学生，最终未被“摇中”的，仍可
回对口初中升学，但若是摇号摇
上，却又不愿意去私立校就读的，
视同放弃对口直升初中，由各县

（市）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学位
空余的初中校就读。

民办九年或十二年一贯制学
校小学部毕业生原则上应按学生
或家长意愿优先直升本校初中部，
本校初中部招生容量不足的，采取
随机派位方式录取；小学部毕业生
录取后仍有剩余计划面向外校招
生的，也要按照随机派位有关规定
录取。

全市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要
坚持规范实施随机均衡分班，严禁
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
特色班和实验班等。

2021义务教育招生方案发布

二孩可随哥哥（姐姐）学校就读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今天
的活动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我
对未来充满信心！”10日下午，市总
工会组织的“永远跟党走——劳模
工匠进校园”活动走进福建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学校星火宣讲团成
员、大一学生李昕昀聆听 3名劳模
工匠宣讲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丰富职
业教育活动周内容，市总工会结合
劳模工匠宣讲“四进”活动，邀请全
国劳模、十大福州工匠、福建福光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维军，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十大福州工
匠、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副技术长孙梓清，市劳模、八闽工
匠年度人物候选人、福州问道智创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壮斌分
享创新创业创造经历。

作为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肖维军扎根光学创新领
域27年，曾获评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多年来研发新品600多个，拥有
发明专利 70项。“在我们公司不唯
学历不分岗位，人人都可以创新。
福光也有同学们的学长，职业教育
大有可为。”听到这句话，学子们忍
不住报以热烈掌声。

孙梓清是一名只有技校学历
的农民工，虽然学历不高，所做工
作也并非专业，但他“笨鸟先飞”，
刻苦钻研，自主设计研发了多项汽
车冲压装置，大幅提升了工作效
率。现在他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创
新项目已达 100多项，拥有专利 65
项，创效 1000多万元。“孙劳模，您
的学习精神特别激励人。我想请
教您，创新过程中遇到难题是如何
处理的？”在互动环节，一名同学向

孙梓清抛来了问题。“我会回过头
重新梳理，找同事探讨，寻找症结，
再来攻关。”孙梓清说。

与前两名劳模工匠不同，李壮
斌的宣讲更像是一堂创新课程。
原来他就是职业教育教师出身，曾
在技师学院和职业技术院校任教
十年。他用生动的课件告诉同学
们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现场气
氛高潮迭起。

活动还为三名劳模工匠颁发
“劳模思政导师”聘书。中共福州
市总工会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与
中共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直属支部委员会签订
了党支部共建协议。“作为共建活
动的内容，今后我们还会继续组
织劳模工匠走进校园，共同助力
职业教育。”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说。

职业教育天地宽 劳模工匠来传经

18日开通
194路、195路公交

本报讯（记者 朱榕）记者昨日从市道运
中心获悉，6月 18日起，我市将开通 194路、
195路公交，同时终止运营501路。

194路公交起讫站点：岭后街—船政交
通学院南区；线路走向：车辆从船政交通学院
南区站发车，行驶首山路、上三路至终点站岭
后街，返程亦同。

195 路公交起讫站点：秀宅路（佑联骨
科）—龙福机电交易市场站；线路走向：车辆
从秀宅路（佑联骨科）发车，行驶二环快速路、
则徐大道、连江南路至龙福机电交易市场站，
返程亦同。

我省去年35.87万人次
参加无偿献血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叶长英）6
月14日是第18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
是“献血，让世界继续跳动”。昨晚，由省卫健
委、省红十字会主办，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
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协办，省献血办、省血
液中心承办的世界献血者日庆祝活动在榕举
行。

活动现场启动致敬无偿献血者亮灯仪
式，吸引榕城市民关注。据悉，这是我省首次
举行该活动，此次亮灯也将同步参与中国输
血协会主办的 2021年“世界献血者日”灯光
秀活动。

据了解，2020年我省 35.87万人次参加
无偿献血，为全省 400多家医疗机构供应各
类红细胞成分血 49.17万单位、单采血小板
3.92万治疗量、10人次捐献新冠肺炎康复者
恢复期血浆 3100毫升。全年血液供应平稳
有序，有力保障了疫情防控期间的临床医疗
救治。

活动中，主办方向 2018~2019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奖、无偿献血促进奖以及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奖等奖项的获奖代表颁发奖状。据统计，我
省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受表彰单位
及个人共 15072个。与上一年度相比，获表
彰单位及个人增加39%。

孙梓清指导车修专业学生孙梓清指导车修专业学生。。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白蕾摄李白蕾摄

公交地铁端午假期
加开班车保出行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黄凌 通讯员 陈晶
晶 李晓玲）为方便端午小长假期间市民出
行，我市强化公交、地铁、出租车运力保障，采
取加密增开班车、延长运营时间、驻点保障等
方式，助力市民出行无忧。

端午节期间，市道运中心将根据火车站
动车到站时间，对部分公交线路增开定时班
车。6月 14日客流高峰期，经福州火车站发
车的5路、10路、K1路、K2路、178路、308路，
55 路等 7 条公交线路将加开 12 趟定时班
车。经福州火车南站的 124 路、140 路、176
路、309路、305路、K2路等6条公交线路将增
开36趟定时班车。

6月11日夜间将安排160辆出租车，6月
14日夜间将安排 200辆出租车，做好火车站
接驳保障，保障时间从当天20:30至最后一班
火车到站。

福州地铁 1号线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
于 6 月 14 日正常运营结束后的 23:15、23:30
从象峰站和三江口站各加开 1列载客列车，
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地铁 2号线将于 6月 14
日正常运营结束后的 23:15、23:30从洋里站
和苏洋站各加开1列载客列车。

又讯 记者昨日从福州火车站获悉，今年
端午节铁路运输周期从 6月 11日启动，至 15
日结束。

为确保旅客出行顺利，福州火车站科
学调配运力，将加开往返省内厦门、三明、
延平、宁德，省外赣州、上海虹桥等地高铁
动车 121 趟，此外还会加开往返松溪、建宁
县北普速列车 6趟，共计加开 127趟旅客列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