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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战役在龙岩市
长汀县城东南打响，万余名战士血战七天七
夜，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它是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铁证！”
在伊利集团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厦门站
上，全国老区宣传工作特别贡献奖获得者王
坚说。

6月 8日，由伊利集团主办、人民网·人
民健康支持的“盛世初心 朝气向前”伊利
集团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第五站在厦
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岳阳社区举行。
全国老区宣传工作特别贡献奖获得者
王坚、岳阳社区党委书记杨雅玲、厦门
经济特区纪念馆讲解员林莉、伊利集
团总裁助理李雪等嘉宾参加了本次
活动。

伊利集团总裁助理李雪在致辞
中表示，沿着改革开放这条“必由
之路”，我们党带领人民以一往无前
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
践，让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奏
响激扬乐章。这一伟大变革，对于厦
门这座城市而言更是意义非凡。40 年
来，一批又一批特区建设者勇立时代潮
头、接续奋斗，使这座城市实现“脱胎换
骨、凤凰涅槃”。李雪还分享了伊利集团
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的探索，“在多年的
实践中，伊利集团形成以‘一中心、两促
进、三主动、四融合’为特点的‘1234 金字
塔’党建工作模型，并坚持以‘党建引领、
产业带动、协同发展、共享健康’为方针，
将高质量的党建工作融入乳制品产业链
上下游各个环节，引领全产业链的健康发
展”。李雪表示，在此次系列活动中，伊利
与各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这一特色环节
将贯穿始终，希望在强化伊利集团基层党
员自身党性、重温党史知识的同时，将营
养的健康产品、美好生活方式和健康生活
理念传递给百姓。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岳阳社区党委书
记杨雅玲表示，在党的带领下，厦门一路领
跑，用一次次“第一”、一个个“范本”谱写共和
国改革开放恢宏史诗的亮彩音符，辉映折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芒。厦门实干实效，
用巨变谱写波澜壮阔的变革图新历程，实现
历史性、根本性、全方位的跨越，正从“小而
美”向“美而强”大步前行。多年来，岳阳社区
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的风貌，以“管理强社

区、服务立社区、特色建社区”为出发点，创建
“服务型”社区、“近邻型”党建。“今天，岳阳社
区与伊利集团携手开展党建工作联动、公益
事业联办等友好合作。未来，岳阳社区将以
党建为引领、以服务居民为根本，充分发挥社
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重实效、办实事，
为打造和谐平安温馨的社区继续努力。”杨雅
玲说。

活动现场，全国老区宣传工作特别贡
献奖获得者王坚以《一切为了党中央和主
力红军战略大转移——中央苏区东线松毛
岭战役纪实》为主题进行演讲。今年是建
党 100 周年，王坚结合全党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节点，通过历史亲历者的举证
和专家学者的研究，以红军长征前夕中央
苏区东大门松毛岭战役这一史实为例证，

回顾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历史进
程。大家通过了解中央苏区军民对革命胜
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深刻认识到松
毛岭战役在党史、军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
要作用，提升对党的领导的理性思考和情
感认同，增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时代垂青厦门，厦门不负时代。40载春
风化雨，40载开拓进取，厦门勇立潮头，奋进
新时代！”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讲解员林莉
以《厦门勇立潮头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分享
改革开放后厦门的发展史。她表示，改革开
放 40 年来，厦门实现历史性、根本性、全方
位的跨越，从偏居东南的海岛小城变成现代
化国际化的开放都市，从海防前线变成融合
发展的共同家园。随后，在王坚的带领下，

部分与会嘉宾与现场党员代表共同重温了
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震撼了在场的每一名
嘉宾。

当天，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岳阳社区
党委和伊利集团福建分公司党支部签署了党
建共建协议。双方将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开
展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共同加强党建工作、
服务社区居民，共创和谐社区。

活动现场，表演者还送上经典红歌《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闽南语歌曲《爱拼才

会赢》，书法创作者挥毫写下“砥砺奋进、荣
光百年、盛世初心、朝气向前”十六个字。活
动最后，与会嘉宾一同参观了厦门市博物馆。

据了解，厦门站活动结束后，“盛世初
心 朝气向前”系列活动第六站将在海口举
行。未来，系列活动还将走进武汉、呼和浩
特等地，并邀请多位行业楷模人物，重温建
党百年“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
天动地”的伟大历程，传承红色基因、重温红
色记忆。

“盛世初心 朝气向前”系列活动在厦门举行
晓晓

全国老区宣传工作特别
贡献奖获得者王坚进行主题
演讲。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岳阳社区党委和
伊利集团福建分公司党支部签署党建共建协议。

伊利集团总裁助理李雪
致辞。

活动现场。
▲

▲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长乐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
任、一级检察官周国勇从检 20 年
来，无论是在政治处、未检科，还是
现在的岗位，都初心如一，用实际
行动诠释“立检为公、司法为民”检
察情怀。“作为检察官，必须在履职
中努力解决群众烦心事，给他们带
去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周国勇说。

2016年底，周国勇担任长乐区
检察院未检科科长。上任不久，他
就萌生了成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中心的想法。“当时还没有一个体
系化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检
察官处在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理
应承担更多责任，特别是在保护受
害未成年人方面。”在周国勇的努
力下，2016年 12月，长乐区检察院

牵头九部门形成合力，挂牌成立全
国首个设在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中心。该中心在全省首
创轻罪未成年人无犯罪记录证明、
未成年人保护救助基金、过渡安置
基地、赔偿保证金制度、侵害儿童
从业禁止建议等相关工作机制，为
长乐 13万多名未成年人提供全面
的司法保护。

周国勇坚持依法严惩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与落实未成年人保护
政策并重，会同长乐区教育局、共
青团区委等 7个部门草拟《关于对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十条规
定（试行）》，在全省率先创新运用
分级干预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运用该机制办理的一起涉众型在
校生聚众斗殴案，被省检察院作为

典型案例报最高检参加评选，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去年春节开假后第一天，长乐
区检察院召集区公安局、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召开案件讨论会。原
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犯罪嫌
疑人郑某某为一己私利，在微信上
销售伪劣口罩。刚从未检科长调
整为第四检察部主任不久的周国
勇敏锐意识到微信朋友圈销售假
冒伪劣口罩的行为，可能侵害不特
定消费者的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
益，符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条件。他多次向省、市检察院
汇报该案件进展，在获得具体指导
后，开展一系列调查核实工作，迅
速提起全国首例疫情期间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并顺利获判，有力
震慑利用疫情防控发“黑心财”的
违法犯罪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公益诉讼案件
越办越精，而不是越办越多。”接到
公益诉讼举报线索后，周国勇总是
第一时间组织干警到现场调查。
从开展“守护海洋”专项工作推动
沿海餐饮酒楼污水全面接入污水
管网，到守护闽江母亲河整治沿江
企业直排污水、违法取水，从督促
开展消防通道专项治理行动消除
安全隐患，到规范一次性消毒餐具

经营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办案
实践中，周国勇还善于思考、归纳、
提升工作经验，及时归纳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规律，如办理的漳港海岸
线餐饮酒楼违法排污行政公益诉
讼案，在入选全国典型案例的同
时，还获得上级检察部门的肯定，
依据该案撰写的办案心得《司法获
得感从何而来》刊登在《检察日报》
头版，撰写的《创新诉前圆桌会议
解决多头治理难题》一文，入选最
高检新时代基层检察院建设典型
事例。

昨日上午，6只海豚在福清沙埔
镇江下村蛎坑海域搁浅，在有关部
门和当地民众近1小时的努力下，海
豚最终安全脱困，被送回大海。

当天上午，渔民发现6只海豚
搁浅在海域边的淤泥里挣扎，无

法自行脱困。相关部门获悉后，
立即组织边防所民警以及村干部
等赶到现场。经检查，6只海豚均
没有发现外伤。由于搁浅海域较
浅，且处于涨潮时间，为防止海豚
再次搁浅，众人决定将海豚转移

到深海放生。随后，热心渔民开
动渔船，和边防所民警、村干部一
起将搁浅海豚逐一抬上船，运到
海水较深的海域放生。

本报记者 王炳聪
通讯员 陈凯婷 高兴铨摄影报道

从检二十年 初心如一

周国勇：用行动诠释“司法为民”情怀
本报记者 黄凌 通讯员 吴则昊

66只海豚搁浅海边只海豚搁浅海边 众人合力送回大海众人合力送回大海

本报讯（记者 黄凌）记者昨日
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5月 21
日推出三大举措缓解老旧小区“停
车难”问题以来，福州交警共为城
区老旧小区新增近400个停车位。

昨日下午，记者在北三环辅道
锦绣文华小区路段看到，晋安交警
大队民警正在指挥施工车辆在路面
划分标准停车位、悬挂停车指示

牌。“前期，我们收到锦绣社区要求增
加小区周边公共停车位的申请，经
过技术部门勘探，锦绣文华小区边
上的北三环辅道车流量较小，道路
宽敞，符合新增停车位的条件。”晋安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张宏介绍，连日
来，锦绣文华小区周边已新增28个
24小时停车位。下一阶段，还将在
该路段新增30个24小时停车位。

榕老旧小区周边
半月新增近400个停车位

警民联手
防骗宣传护万家

本报讯（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郑虎）昨
日，鼓西派出所联合西湖公园管理处等单位，
在西湖晨曦广场开展反诈骗等宣传。

民警列举接处警中遇到的兼职刷单诈
骗、冒充客服诈骗、交易网游装备诈骗等典型
犯罪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
解网络诈骗案件的特点，犯罪分子的惯用手
法、作案方式及识别防范技巧等，上了一堂生
动精彩的法治教育课，增强了群众的安全防
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场还开
展《福建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消防安
全及禁毒宣传活动。

销售假红牛
食杂店被罚10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记者昨日获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开展 2021民生领域案
件查办“铁拳”行动，对仓山区盖山镇白湖村
一家食杂店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RiderBull维生素饮料”的违法行为，依法作
出没收侵权饮料 233箱、罚款 10万元的行政
处罚。

据了解，接到投诉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立刻前往食杂店检
查。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店内待销的 233箱

“RiderBull维生素饮料”侵犯了“红牛”系列
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交警在北三环辅道锦绣文华小区路段设置停车指示牌交警在北三环辅道锦绣文华小区路段设置停车指示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凌摄黄凌摄

“一事一码”
让申请人省时省力
福州公安出入境便民服务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榕公宣）
10日记者获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近
日推出出入境“一事一码”二维码办事服务
指南，打造中英双语办事攻略，给广大外籍
人士、华人华侨、港澳台居民带来“一码在
手，办事无忧”的舒适办证体验。

新设计的出入境二维码包含外国人签
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居留证件签发，停
留证件签发，永久居留资格审批，出入境证
签发等10项外国人和5项港澳台居民办证服
务指南。

新推出的二维码满足了申请人快速查
询了解出入境办事业务的需求，群众只需使
用微信扫描欲查询事项对应的二维码，即可
精准跳转到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出入境业
务页面，获取该业务的受理要求、相关材料、
受理流程、填表信息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