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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
通知

尊敬的客户：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市政工程等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做好
准备。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
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
辖区

仓山区

台江区

晋安区

闽侯县

马尾区

高新区

鼓楼区

停电时间
6月17日9:00-13:00
6月17日9:30-18:30

6月18日6:00-18:00

6月18日6:00-16:00
6月18日9:00-13:00
6月18日10:00-14:00
6月17日5:30-17:30
6月18日7:30-15:30
6月18日9:00-13:00
6月21日9:00-13:00
6月17日6:00-20:00

6月17日6:00-20:00

6月17日7:30-17:30

6月17日7:30-17:30
6月17日9:00-16:00
6月17日9:30-17:30

6月18日6:30-16:30

6月18日9:30-17:30
6月17日5:45-16:00
6月17日7:30-14:00
6月17日8:00-18:00

6月18日7:30-15:00

6月17日6:00-18:30

6月17日7:00-17:30
6月18日7:00-17:30
6月20日7:30-17:30
6月17日7:00-17:00
6月18日8:00-18:00
6月17日7:30-15:30
6月17日9:30-16:30
6月18日7:00-14:00
6月18日9:30-15:30

线路名称
洪湾变932国际线
洪湾变932国际线

南郊变 611白云线,
南郊变625南会线

白湖亭变624城敖

洋洽变914电建线
洋洽变914电建线
堤边变617洋中线
鳌峰洲变612硫酸厂

新港变643广达线

堤边变617洋中线
桂湖变932桂融II线

桂湖变916桂园 I,
贵安变615贵融Ⅰ回,
桂湖变914弥高线

铜盘变654五凤Ⅰ线,
屏西变681铜盘线

晋连变952王庄东

桂湖变913桂湖线
桂湖变913桂湖线

涧田变913泉头线

福兴变917远东线

上街变浦中线629
上街变电站 613 中
医线613
高岐变福永高速622,
桐南变925柳浪线

超山变963岭下线

琅岐变 622壶江线,
琅岐变614金壶线

罗星变611罗星大道

罗星变616江滨线

鼓山变621儒江
蔗洲变912甲岐线
蔗洲变912甲岐线

泮洋变915东水线

梅亭变646仁文Ⅰ线

通湖变655八一七路Ⅱ
福飞变631琴亭路

停电范围
【仓山区】牛眠山巷58号鸿城小区2、9座用户、水泵及小区局部电梯等
【仓山区】金祥路533号国际华府6、7、10~13座用户及公共设施等
【仓山区】城门镇樟岚村委会樟岚村中铁大桥局（专）、樟岚村14片区用户、中铁二十四
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城门镇樟岚村委会樟岚村）（专）、中铁十八局第二工程
公司(专)、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专）、俊海云筑一区施工（专）、中
铁十九局集团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专）、中铁十八局第二工程公司（专）、中铁二十四
局（城门镇樟岚村委会樟岚村）（专）、中铁二十四局（樟岚）(樟岚村）（专）、樟岚村8片区
用户、樟岚村10片区用户、樟岚村7片区用户，其中以下范围6:00~7:00，16:00~18:00短
时断电：樟岚村15片区用户、樟岚村3片区用户、樟岚村16片区用户、樟岚村17片区用
户;中铁大桥局（城门镇安平村委会安平村）（专）、盛泰置业（专）（城门镇南江滨大道南
侧福厦高速连接线北侧樟岚村片区出让地块1支4）、福州豪华塑料加工厂（专）、盛泰置
业（城门镇南江滨大道南侧福厦高速连接线北侧樟岚村片区出让地块1支4）（专）、中铁
大桥局（城门镇樟岚村委会樟岚村芦岐）（专）、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
司（专）、三江大厦施工（专）、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门镇樟岚村委会樟岚村芦岐）
（专）、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樟岚中央片区道路工程）（专）、中铁二十四局集
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樟岚村）（专）、城门镇樟岚村委会樟岚村三江岚隽小区、中铁
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专）
【仓山区】仓山胪厦日新塑料鞋厂（专）、福州富诚鞋业有限公司第一塑胶分公司（专）、
胪厦村委会（专）、仓山胪厦恒达塑胶厂（专）、福州展翔塑胶有限公司（专）
【仓山区】上渡路水仙园天主教堂、南台新苑水仙园(1号4店)等
【仓山区】汇创名居二期806号汇创名居Ⅱ期43、44座局部用户等
【台江区】河下小区5~7、9~11座用户、水泵及公共设施等
【台江区】鳌光路93号鳌光小区
【台江区】广达路(天丰花园一层 02店面)、(403号天丰花园 1~3号连接体一层 24号店
面)、4号楼消防用电等
【台江区】二环路黎明小区荷园5座用户、日杂店、水泵及公共设施等
【晋安区】桂湖路59号泉景山庄一区2、3、4号楼用户及小区局部公共设施等

【晋安区】宦溪镇北峰山区、贵融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人谷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专)、桂湖苑安置房（专）、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专）、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专）、黄甲姆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专)、泉景山庄四区幼儿园（专）、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专）、福州市华祥养老产业有限公司、福州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专）、常敏(专)、桂湖生态城拆迁指挥部(专)、福州市晋安区福建融汇置业有限公司、
桂湖苑 2号环网附近福建融汇置业有限公司、桂湖片区学校专用电房（宦溪镇宦溪
街）（专）、192县道路灯（专）、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三叉路山溪村 1）（专）、宦溪镇桂湖片区垃圾转运站（专）、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
公司（专）、温汤路世茂珊谷苑 8~13座用户及公共设施等、放牛郎农场有限公司(专)、
福州市养生保典生态立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

【晋安区】益凤村 14片区用户、西岭互通铜盘路接线施工（专）、福州市鼓楼区建设投
资管理中心（专）
【晋安区】长连路双星公寓 1、2号楼用户、福州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物业站、店面及
公共设施等、长连路秀坂村教师进修学校宿舍、秀坂路(秀坂 3号)等;福州市晋安区象
园街道晋连路连潘凤坂片区路网工程（横四路）
【晋安区】池赛娥(专)
【晋安区】峨眉村民委员会（专）
【晋安区】泉头村 5片区用户、泉头村 2片区用户;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专）、
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专）、福州世茂世源置业有限公司（专）、福州卓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专）、福州中泓盛实业有限公司（新店镇农场泉头村杨廷水库南侧）
（专）、晋安局福州卓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专）、福州市晋安区福州世贸世途置业有
限公司（专）、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福州市鼓山永盛动力机械
厂（专）
【晋安区】福马路958号禹洲鼓山一号小区3号局部用户等
【闽侯县】余盛村 3片区用户、余盛村 2片区用户、余盛村 1片区用户、余盛村 5片区用
户、余盛村6片区用户

【闽侯县】金屿村3片区用户

【闽侯县】柳浪村 3片区用户、柳浪村 5片区用户;湖南济草堂食品饮品有限公司（专）、
闽侯县市政工程管理处（专）、福州辉腾包装有限公司（专）
【闽侯县】罗汉村片区用户、罗汉村3片区用户、远洋顶村片区用户、溪源村安施山片区
用户、苦竹村片区用户、罗汉村4片区用户、罗汉村5片区用户、五七林场（专）、罗汉村2
片区用户、榕桥村炭山岭 2片区用户;福州中闽宏拓石材有限公司（专）、青源供水公司
（专）、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专）、小康防汛基地及演练仓库（专）、福建省宝
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专）、福建省水文站（专）、宿洋水库移动基站（专）、水务平潭（专）、
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专）、福州水务平潭饮水开发有限公司（专）、福建省溪
源水库管理处（专）、善恩园（专）、溪源水库（大坝）（专）
【马尾区】福州市琅岐经济区金海养殖场（专）、马尾区琅岐镇环岛路三期（专）、福州市
琅岐经济区琅岐镇金砂管理委员会（专）、福州市琅岐经济区新兴水产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专）、福建蓝城翔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专）、福州市琅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琅岐镇环岛路东部片区村庄截污及污水提升泵站工程 1号）（专）、福州市经
济区金旺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专）、环岛路 1号提升泵（专）、福州开发区海洲农
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专）、琅岐经济区琅岐镇金砂管理委员会（专）、劳团村 3片区用
户、建光村2片区用户、建光村3片区用户、建光村1片区用户，其中以下范围6:00~7:15，
16:15~18:30短时断电：壶江村 11片区用户、荣光村 3片区用户;连江县琯头镇壶江村
经济联合社（专）、福州市琅岐经济区琅岐镇金砂管理（专）、福州市琅岐经济区琅岐镇
金砂管理委员会（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事局（专）、福州开发区海洲农渔业开发
有限公司（专）、福州市琅岐经济区琅岐镇金砂（专）、福州市琅岐经济区金城农业水产
养殖场（专）、福州市琅岐经济区新兴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专）、壶江村 9片区用
户、壶江村 7片区用户、壶江村 3片区用户、壶江村 6片区用户、壶江村 1片区用户、壶
江村 2片区用户、壶江村 11片区用户、壶江村 10片区用户、壶江村 4片区用户、壶江村
5片区用户、壶江村8片区用户
【马尾区】罗星大道青州济安路环保局住宅和店面、济安路169号等
【马尾区】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专）、福州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专）、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专）、福州市马尾区园林局（专）
【马尾区】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专）
【高新区】福建波士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专）、福州紫光高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专）
【高新区】福州新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专）
【鼓楼区】新洋巷区委新村 17座、古田支路新洋巷 19号泮洋小区 9、13座、福新路新洋
巷9号公安局郊区分局、福新路171号、新洋巷20号物业等
【鼓楼区】梅竹路7号大儒世家花园七区4、6、7单元、店面及公共设施等
【鼓楼区】八一七北路 104号徐佳丽餐厅、八一七北路 153号南华贸易商场、八一七北
路 155号、八一七北路 169号底层 S8店面等;福州榕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瑞丰管理处)
（专）、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
【鼓楼区】福飞路塞纳阳光小区4~7、9座用户、2号楼的1~18号店面等

母亲邱惠英、父亲宋健，遗失
其女宋可馨“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日期2011年11月24日，出生
证号L350169764，声明作废。
父亲叶泽恒、母亲姚赛霞，遗
失其子叶灏祥“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日期2009年6月9日，出生
证号 J350070209，声明作废。
福建中检康泰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办

事处主管的社会团体——福州
市鼓楼区鼓西街道社区建设促
进会不慎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513501027917741912 的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
副本，声明作废。
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办事处

2021年6月11日

◆声明：刘汉新原房屋坐落于
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牛道，原
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拆许
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迁许
可证》批准已被拆除。2009 年
由刘汉新作为协议的乙方签订
编号为 0958 的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
屿宅路 9号（原屿宅路西侧秀宅
路东侧）后坂新城四区（东部新
城 6 号西侧地块项目）3#楼
1104单元。现由本人刘汉新申
请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
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
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限
公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刘汉新
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
产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人
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
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刘汉新
◆声明：刘光利原房屋坐落于福
州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大埕，产
权未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7﹞
第8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
已被拆除。2009年由刘光利作
为协议的乙方签订编号为 1057
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享受 4
口基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安置
于仓山区盖山镇屿宅路 67号屿
浦新苑（福州东部新城 6号社会
保障房）9#楼 105单元、仓山区
盖山镇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
侧与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
（二区）（东部 7号农民新村）2#
楼3002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
积保护政策的安置人口（刘光
利、刘文瑞、刘豪威）共同协商，
一致同意以本人刘光利名义办
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
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
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司
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拆
迁实施单位将以刘光利的名义
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
登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
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行
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
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刘光利
◆声明：刘相官俤原房屋坐落
于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牛道 14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经榕房
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
迁 许 可 证》批 准 已 被 拆 除 。
2009年由刘相官俤作为协议的
乙方签订编号为1045的拆迁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于仓山区盖
山镇秀宅路 5号（原林浦路西侧
与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二

区）（东部 7 号农民新村）4#楼
2706单元。现由本人刘相官俤
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
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
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30日内
书面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
限公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刘相官
俤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
动产权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
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刘相官俤
◆声明：刘相官俤房屋坐落于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牛
道 14号，2009年 12月 30日刘
相官俤与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
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0145
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乙方
联原件不慎遗失，现由刘相官
俤声明作废。如有异议者请在
7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

声明人：刘相官俤
声明：郑翠微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赤桥村 39号，原
房屋产权未登记。2008年由福
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
置于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50号
赤星新苑(盛世星城)30座 2504
单元、29座 1303单元。现由郑
翠微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
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
日起 30天内向征收单位提出，
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郑翠微
声明：张秀丽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赤桥村 39号，原
房屋产权未登记。2008年由福
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
置于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50号
赤星新苑 (盛世星城)25 座 108
单元、晋安区新店镇升山路 4号
赤星新苑(盛世星城)6座 204单
元。现由张秀丽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
请在登报之日起 30天内向征收
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张秀丽
声明：郭美琴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赤桥村 39号，原
房屋产权未登记。2008年由福
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
置于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50号
赤星新苑 (盛世星城)30 座 501
单元。现由郭美琴申请办理上
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者请在登报之日起 30天内向征
收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郭美琴
声明：谢钦原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新店镇赤桥村 39号，原房
屋产权未登记。2008年由福州
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
于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50号赤
星新苑(盛世星城)25 座 101 单
元、晋安区新店镇升山路 4号赤
星新苑 (盛世星城)6 座 103 单
元。现由谢钦申请办理上述安
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
在登报之日起 30天内向征收单
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谢钦
声明：张杏花原房屋坐落在
晋安区新店镇赤桥村 39号，原
房屋产权未登记。2008年由福
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
置于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50号
赤星新苑 (盛世星城)29 座 606
单元、28座 1006单元。现由张
杏花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
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
日起 30天内向征收单位提出，
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张杏花
声明：张晨原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新店镇赤桥村 39号，原房
屋产权未登记。2008年由福州
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
于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50号赤

星新苑(盛世星城)28座 1506单
元、1606单元、1706单元，晋安
区新店镇升山路 4号赤星新苑
(盛世星城)6 座 605 单元、705
单元、805单元。现由张晨申请
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
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 30天
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规
定办理。

声明人:张晨
●马德福不慎遗失福州市台江
区房地产征收工程处开具福机
新苑 1#楼 603单元安置房收款
收据 1 张，收据号为 0002877，
收据金额为 362874.5 元，现特
此声明作废。
★ 声明: 范东房屋坐落在晋安
区新店镇浮村前面 25号，原房
屋产权未登记。2007年由福州
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
于晋安区新店镇浮村佳园2#楼
1305单元。现由范东申请办理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
于 30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
委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 范东
★声明:周志宏原房屋坐落于仓
山区浦下村包爷 15号，产权未
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7)第
8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已
被拆除。2008年由周志宏作为
协议的乙方签订编号为 0031
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享受 4
口基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安
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秀宅路 5号
（原林浦路西侧与后坂路交叉
处）后坂新城 (二区)（东部 7 号
农民新村）5# 楼 2104 单元、
2204 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
保护政策的安置人口（周志宏、
林艳飞、周昕芸、周楚文）共同
协商，一致同意以本人周志宏
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不动产权
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
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限公
司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周志宏的名
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
证登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
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
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
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周志宏
★3. 声明：林雄弟的房屋坐落
在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樟岚
村，系 1998年经建设局批准新
建，持有建筑许可证［仓建村许
(1998)0160 号、仓建村许 1999
城门 317号］，产权未登记。该
房屋于 2017 年由福州市仓山
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征收
并安置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
胪祥路 10号胪雷新城(一区)(东
部胪雷新城社会保障房一区)
5A#楼 1303单元。现由林雄弟
申请上述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
如有异议者请在 30天内向征收
公司提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林雄弟
★4. 声明:胡祥光(已故)房屋坐
落在晋安区新店镇浮村墙头 12
号，原房屋产权部分未登记。
2010年由福州捷诚房屋征收工
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
浮村新城一区 3#楼 2602单元、
6#楼 2204 单元。现由其子胡
瑞麟代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天
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委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胡瑞麟（代）
声明:连金伙遗失与福州仓
前山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1 份，协议
编号：0004238，现声明作废。
如有异议请于 30 日内向福州
仓前山拆迁工程处提出，逾期
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连金伙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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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声颂党 礼赞百年征程

6月 6日，党史照童心——“党史
阅读空间”授牌仪式暨青少年儿童诗
歌诵读比赛在福州正荣财富中心拉
开序幕。

福州日报代表、正荣集团党委福
州置业党支部书记张丽、正荣商管福
州公司副总经理田军勇、正荣物业福
州城市公司副总经理林恩兴等领导
出席活动，并为“党史阅读空间”揭
牌。

21位小选手，满怀着对党的热爱，
开启了一场诗歌诵读盛会。孩子们一
个个精神抖擞，用稚嫩而又深情的童
声，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朗诵红色诗
文。一件件刻骨铭心的事迹、一封封
感人至深的书信，载满了纯真的爱党
爱国之情，在场的嘉宾都沉浸在感恩
中国共产党、感恩伟大祖国的氛围里。

在紧张的比赛间隙，现场播放了
一群“特别小嘉宾”的朗诵表演
VCR。他们是来自平潭南海学校的
孩子们。这所学校坐落在平潭的草
屿岛，轮渡是小岛通往外界唯一的交
通方式。由于离岛特殊的交通和环
境因素，这里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

从 2020年起，福州正荣发起“荣
光计划”公益活动，定点帮扶平潭南
海学校。今年六一节，正荣为学校打
造了“党史阅读空间”，而孩子们也精
心准备了一首首诗歌，用质朴的方式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童心向党，时代向上，一篇篇红
色诗文，抒发着伟大的爱国情怀。岁
月正好之际，青少年砥砺初心，以热
血爱国，昂首阔步新时代。

书香馥郁 阅鉴红色岁月

历史镌刻辉煌，也指引方向。为

了让书香浸润成长之路，让孩子们听
党史故事、讲党史故事，从红色故事
中获得启蒙。福州正荣与福州日报
携手将“党史阅读角”落地在福州正
荣府正荣书院、定点帮扶的平潭南海
学校“荣光之家”。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党史历
程、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中，孩子们
以书为伴，忆初心，思使命，树立了良
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发现更加丰盈
的世界，走向宽广的未来。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弘扬
和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在正荣社区和
平潭南海学校，活动还邀请了福州市
委党史和地方研究室宣教处的吕南
勋老师和郭进绍老师，为孩子们讲述
当地党史故事。一代代共产党人勇
往奋进的故事如电影般栩栩如生地
放映在孩子们的眼前。沉浸在铮铮
铁骨的情节中，光辉的红色基因也深

深烙印在他们心间。
正当时，福州红。正荣深耕福州

23载，“党史照童心”系列教育活动的
圆满落幕，是正荣致力与福州共美好
的初心体现，也是“与榕共荣”的落地

践行。与城市共向往，与社会共荣
光，未来，正荣将以笃定之心，迎接漫
漫征途，蓄力传承红色基因，昂首阔
步新时代，赋予生活更丰盛、美好的
内涵，让幸福正当时。

正当时 福州红

正荣地产福州区域携手福州日报举办
“党史照童心”系列教育活动

礼赞百年征程，展望时

代新篇。2021年，正值建党

100周年，为弘扬红色文化、

践行大企社会担当，正荣集

团高度重视，联动全国各区

域、各版块，共同举办庆祝建

党100周年系列活动，通过线

上传播、线下落地，传承红色

革命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

在浸润红色光辉的日

子，正荣地产福州区域携手

福州日报，共同承办正当时，

福州红——“党史照童心”系

列教育活动。在儿童诗歌朗

诵、亲子阅读角、党史专题讲

座等形式多彩的活动中，看

红色诗文流淌、百年党史荣

耀，让童心感受红色精神的

激荡，谱出一首首歌颂建党

100周年的赞歌。 ■丁丁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