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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就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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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

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
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
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
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
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
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
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

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
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
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
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

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
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
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
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
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
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本报讯（记者 张旭）21日，
市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暨“统筹推进福州现代物
流城建设”专题协商会议召开。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应邀
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何静彦
主持会议。

会上，市政协常委会提出关
于统筹推进现代物流城建设的
建议案，市政协委员和应用型智
库专家就做强航空货运产业、提
高现代物流城智慧化水平、借鉴
闽侯物流产业发展得失、加快融
入现代物流城建设等先后发言，
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交通局、
连江县政府等负责同志一一作

了回应。
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林

宝金说，这次市政协专题协商
选题主题突出，调研深入，成果
有分量，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
性、操作性强，体现了较高的参
政议政水平。他指出，现代物
流城是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福州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建设海丝战略支
点城市的重大载体。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来闽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站在全局
高度，充分认识建设现代物流
城的重大意义，举全市之力推

进，努力打造成为区域性物流
集散中心。要积极推动专题协
商成果转化，加强部门和属地
协同，统筹抓好规划设计、交通
建设、产业布局、招商引资、数
字应用、要素保障等，创新运行
管理机制，狠抓工作落实，高标
准、高水平推进物流城建设，确
保早见成效。要进一步发挥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市
委中心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健全完善履职机制，不断提
高建言献策质量，为福州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市委将一如既往地
重视、支持政协工作，为大家参

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
件。

何静彦表示，市政协将始终
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紧依
靠市委坚强领导，持续围绕建设
六个城、打响五大国际品牌、实
施九大专项行动等重点工作，深
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不
断提升“建”的质量，体现“专”的
水平，突出“商”的特色，全力助
推现代化国际城市一步步成为
美好现实。

受市长尤猛军委托，副市长
杭东代表市政府充分肯定了市
政协调研成果，对建议案有关项
目建议作了任务分解，要求各级

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细化工作
措施，加大推进力度，抓好督查
落实，全力推动物流城建设。希
望市政协和各位委员继续建言
献策，共同推动福州各项工作做
得更好。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曾
勇，市政府副市长林中麟应邀参
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
副主席林治良，市政协副主席雷
成财、林恒增、郑云春、王绍知、
林锋、罗蜀榕、郑章干、林澄，秘
书长张大斌，市政协党组成员周
应忠出席会议。

协商会后，市政协常委会议
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福州有‘三山现，三山藏，
三山看不见’之说，‘三山现’指
的是乌山、于山与屏山，大家现
在所在的乌山是福州‘三山’之
首，位于福州市中心，是福州

‘三山两塔一条街’古城空间格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福州
城市山体景观系统中的标志性
节点。”21日上午，来榕参加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嘉宾来到
乌山参访，嘉宾一行下车行至
乌山脚下，讲解员寥寥数语便
道出了乌山之胜，引得与会嘉
宾一片赞叹声。

嘉宾拾级而上，一路前
行。“我发现乌山怪石嶙峋、林
壑幽胜，与昆明石林有异曲同
工之妙。来到这里，感觉既新
鲜又亲切。”来自石林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的高红侠兴致勃勃地
告诉记者。

乌山现存从唐代至近代的

169段摩崖石刻。参访中，这些
石刻让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的齐俊目不暇接。他告诉
记者：“来到这里，宛若走入了
一座露天书法石刻博物馆，不
仅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兼备，而且石刻出自李纲、朱
熹、曾巩等历史名人之手，乌山
历史文化底蕴积淀太深厚了。
以后有机会来福州，我一定还
要再来乌山。”

“大家登山是不是有点累
了？到前面的先薯亭休息下，
我再和大家讲讲相关的故事。”
与会嘉宾来到先薯亭后，没有
急着坐下休息，而是细细打量
这座八角、重檐歇山顶的亭
子。“大家都吃过番薯吧？这座
亭子便与一位叫陈振龙的福州
人有关。”讲解员的开场白引发
了大家的兴趣，大家纷纷表示
愿闻其详。（下转2版）

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 加快推进现代物流城建设
市政协常委会议开展专题协商 林宝金讲话 何静彦主持

7 月 16 日，第 44 届世界遗
产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漫步这座有着 2200多年建
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三
山两塔一条街”的古城总体格
局依然可辨，明清建筑星罗棋
布，历史街区古韵悠长，近代开
埠交融中西……福州古厝留下
的印记，镌刻着城市的年轮，勾
连起文化的血脉。

2002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
的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
书撰写序言时指出：“保护好古
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
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
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州考察时强调，保护好传统
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
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
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
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如今在福州，对古建筑、老
宅子、老街区的珍爱，日益深入
人心。

“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
士”。福州市仓山区林浦村村
头，伫立着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石
牌坊，上层匾额刻有“尚书里”三
个大字，背面载有林氏族人科举
功名，记录着古村的文脉昌隆。

2020 年，福州至泉州高速
公路连接线实施拓宽改造，工
程最初规划将这座石牌坊向东
北方向迁移20米。当项目提交
福州“多规合一”平台会商时，
文物部门态度鲜明：林浦尚书
里石牌坊应予以原址保护，建
议调整高速公路连接线线路。

最终，工程方案调整，牌坊
原址保护。

制度法规护航古厝保护，
福州已推进多年。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初，福州就创新探索“一

颗印”保护机制——城建项目
立项时，需征求文物部门意见，
加盖文物部门印章。如今，文
物保护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
福州城乡规划和“多规合一”平
台。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
优先”机制，愈发精细。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州
已形成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风貌
区）等在内的全市域、全体系、
全要素的名城保护体系，涵盖
全市 47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
对此，有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评
价，福州“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文
化遗产保护体系”。

走进福州，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对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
的尊崇，给人印象深刻。

彩绘油纸伞、体验软木画
制作、听闽剧吃鱼丸……夏日

的台江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游客熙熙攘攘。

步入年初刚修复完成的清
代建筑罗氏绸缎庄，半拱、雀替、
槅扇等木构件精美，尤其是院落
第三进的通长杠梁，长达 13米
的大木构架中，找不到一颗钉
子，用的全是传统榫卯工艺。

老宅“新生”，却又神韵未
改，背后是对历史建筑的尊崇
与敬畏。

“修缮工作尽可能用原材
料、原工艺。”参与罗氏绸缎庄
修复的古建筑学者陈木霖说。

整体保护、最少干预、修旧
如旧……这些保护修缮的思
路、经验，最早源自三坊七巷，
如今开枝散叶，让上下杭、朱紫
坊、烟台山等多个历史文化街
区重焕光彩。

朱紫坊芙蓉园，是福州一处
古典园林，历史上曾有多位文化

名人入住。精心修缮后，引入福
建省沈绍安漆艺博物馆。漫步
其中，既可欣赏亭台幽阁、假山
趣石，又可细品漆艺作品的艺韵
百态、精致工巧。幽幽古厝融入
非遗文化，相得益彰。

古厝状况不同、条件各异，
福州“绣花”般规划利用模式，
既有文博馆所型，又有旅游景
观型、文化商业型。

今年 3 月，福州出台新政
策，通过租金减免等方式继续
引导民间博物馆入驻。古厝的
实体空间内，承载起非遗展示、
研学教育、对外交流等多种功
能。三坊七巷探索“社区博物
馆”模式，不到 40公顷的地块，
仅文化展示场所就达42个。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越来越多的古厝‘活起
来’了。”福州市文物局负责同
志说。

以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

福州着力保存城市历史和文脉
人民日报记者 蒋升阳 颜珂

人民日报昨日头版刊发报道

省市总工会领导
开展“送清凉”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1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梁建勇来我市看望慰问高温作业下的
户外劳动者。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陈晔参加慰问。

梁建勇先后来到福州市新店外环路西段道路工程
工地、福州朴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鼓楼分公司梅峰前置
仓等地，与一线职工面对面交谈，询问薪资待遇、劳动保
护、社保等情况，叮嘱他们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他
强调，防暑降温直接关系到职工的身体健康和企业生产
安全，各级工会要把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作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职工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实际行动，深入基
层和企业，倾听职工呼声，关注职工诉求，帮助改善劳动
条件和工作环境。要突出重点人群，加强对货车司机、
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建筑、环卫
工人等户外作业职工的劳动保护，加大关心关爱力度，
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
协调，促进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高温天气
作业时间，适当减轻作业强度，确保防暑降温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

据悉，省总工会已对防暑降温工作进行部署，印发
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防暑降温提示函，今年全省工会系
统将筹集防暑降温专项资金4000多万元。

世遗大会嘉宾参访乌山
本报记者 吴晖

嘉宾参访乌山摩崖石刻嘉宾参访乌山摩崖石刻。。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政协第十三届福州市委员会
第四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莫思予）21日，政协第十三届福州市委
员会第四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何静彦主
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林治良，市政协副
主席雷成财、林恒增、郑云春、王绍知、林锋、罗蜀榕、郑
章干、林澄 ，秘书长张大斌，市政协党组成员周应忠参
加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同意林治良同志辞去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福州市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的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福州市委员会委员增
补名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福州市委员
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等草案，并决
定将上述草案提请常委会议审议。

5G云游戏产业博览会
暨云游戏高峰论坛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昕玥）21日，由福州市人民政府、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首届 5G云游戏产业博览
会暨云游戏产业高峰论坛在滨海新城数字中国会展中
心举行。市委副书记林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孟艾立，中国电信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之超出席论坛并致辞。福州新区领导陈斌、何杰民出席
论坛。

林飞表示，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福州建
设，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成功举办。此次携手
业界伙伴举办博览会，旨在引领云游戏产业发展、共同
探讨解决产业界难点痛点、拓展产业合作疆域、共建数
字文创美好未来。福州将进一步弘扬“马上就办、真抓
实干”的优良作风，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
家在榕投资兴业提供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

会上，还举行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东南）创新发
展研究中心数字文创分中心、5G云游戏产业联盟秘书处
（福建办事处）揭牌仪式，福州市数字文创产业园入驻意
向企业签约仪式，并发布了福州市数字文创产业政策和
公共服务平台。 （相关报道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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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受理变上门服务
福州着力打造企业办事不出园区的政务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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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充分发挥引进生力量组建博士宣讲团——

让党史学习教育
“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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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外环路主线
今日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