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州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
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却乐于承担
起同一个职责——宣讲党史，他们
就是福州市的引进生。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
引进生组建博士宣讲团，走上学校
三尺讲台，下到基层一线，以扎实
的理论功底，深入浅出地对百年党
史进行讲解，践行青年人才的职责
担当。

走进学校 照亮红色理想
刚刚给晋安榕博小学五（3）中

队讲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院士
的故事，吴朋政就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小学生们亲手为他制
作的一盏红灯笼。

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专业毕业的博士吴朋政是
福州市引进生的一员。去年11月，
以“人才”为主题的晋安榕博小学
正式揭牌，吴朋政与其他43位市引
进生一起担任“榕博”辅导员，为同
学们带来别开生面的课堂体验。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榕博”辅
导员也被吸纳为博士宣讲团成员，
纷纷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各自
班级开讲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党
史课程。

收到灯笼的吴朋政很开心，深
深感受到孩子们把自己的上课内
容记在了心里。“我之前和班上的
同学们说，希望像一盏灯笼一样点
亮自己，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照
亮他们心中的红色理想。”吴朋政
告诉记者。

一个个党史小故事，一步步点
亮了红色理想。“榕博”辅导员的第
四期课堂还将党史学习教育带到
了户外，同学们在牛岗山的绿草间
围坐在博士宣讲员身边，聆听动人
的故事：毛主席在童年和青年时期
如何读书？作为长征途中唯一的
中央级报纸，《红星》报如何创刊和
发行？生动的讲述让同学们获益
匪浅。

“辅导员老师上的党史课我们
都很喜欢。通过学习，我们更加珍
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下

定决心要好好努力，长大后成为国
家的有用之材。”三（3）中队的黄煜
可说。

榕博小学副校长陈素娥介绍，
44位“榕博”辅导员每个月都围绕
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为同学们带
来精彩的课程，不仅拓宽了同学们
的视野，更激发起同学们心中的报
国之志。

走进基层 播洒光和热
在连江县筱埕镇挂职的北京

大学历史学博士纪浩鹏最近愈发

忙碌起来。近日，他从连江县赶到
晋安区盛辉大厦，在“晋安湖博士
讲坛”为晋安区的党员上了一堂党
史课。

作为福州市引进生博士宣讲
团成员，他利用在基层挂职锻炼的
机会，走进政府机关、学校、医院、
企业和村委会讲党史，截至目前已

进行了28场宣讲活动。
纪浩鹏在北京大学主修中国

近代史，他不光将党史课开在博士
讲坛上，也深入到村民家中。他还
记得那次特别的经历：在筱埕村的
邱老书记家中，前前后后坐满了20
多位村民，认真聆听纪浩鹏结合连
江革命历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发展。纪浩鹏说，为了把党史学
习教育讲到大家的心坎上，他会根
据受众调整宣讲内容，让党史变得
更生动、易懂。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专
业的邓啸林2019年落地福州后，就
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以口述史的形
式挖掘福州的历史文化。不久前，
他在长乐区委党校做了一次宣讲，
主题为“如何用口述历史方法挖掘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的创新理念与
生动实践”。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这
个主题很新鲜、也很实用，“此次宣
讲是‘授人以渔’，讲授方法，这样大
家在生活中就可以更好地学习理解
党史，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邓啸
林说。

工作到哪就把党史宣讲到哪，
这是市引进生博士宣讲团的理
念。在党史宣讲中坚守初心，在挂
职实践中承担使命，博士宣讲团将
继续把党史讲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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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奕婷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榕昇
记者 莫思予）21日，由市委文明
办指导，鼓楼区委文明办、鳌峰坊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管委会主办的

“书香古厝话文明”宣讲公益培训
结业，“书香古厝话文明”宣讲服
务队随之成立。

鳌峰坊牌坊下、李世甲故居
内、鳌峰书院门口……昨日上午，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讲解员们在不
同点位，向市民游客讲解鳌峰坊
的历史文化。

“鳌峰坊是福州千年文脉聚
集之地，更走出了许多投身革命
的先贤……”53岁的陈卫笑容和
煦，在讲解中引经据典，吸引了
一波来自龙岩的游客。陈卫告
诉记者，她在福州工作 20 多年，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样感
受到福州的魅力，爱上这座文化

底蕴深厚的城市。
市委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书香古厝话文明”宣讲公
益培训活动吸引了 300 余人报
名，通过层层筛选，选取致力传

播闽都文化、热心志愿服务的
70 人，开展为期 5 天的专业宣讲
服务培训与实地走读。通过培
训，全面提升宣讲员的专业化
讲解水平。

我市成立“书香古厝话文明”宣讲服务队

宣讲服务队在鳌峰坊讲解宣讲服务队在鳌峰坊讲解。。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林榕林榕昇昇摄摄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福州市
第四次少代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
中，目前由团市委、市少工委开展
的“红领巾小提案”征集活动已评
出十强。记者注意到，活动征集到
的红领巾小提案不少与古厝保护
有关，少先队员们把他们对正在福
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
关注化为对身边古厝的爱护，从孩
子的视角提出不少好建议。

来自长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的陈子轩同学在小提案中说，少
先队员作为城市的小主人，要关
注和融入城市的发展，积极参与
古民居的保护和宣传工作。“希望
在辅导员的带领下，结合少先队
活动课程，提升全体队员保护古
厝的意识；希望利用课后和活动

课走出校门，走进古民居实地感
受文化气息，做保护古厝的小志
愿者。”

福清市百合小学的许嘉唯同
学和晋安榕博小学的陈欣然同学
不约而同提出，现在看到的关于
古厝的书都不适合小学生理解阅
读，建议编印古厝主题系列小读
本，让少先队员更好地了解福州
的古厝故事，有条件的地方还可
以把古厝文化纳入学校校本课
程。

温泉小学的李睿阳同学在小
提案中说，希望建立完善的古厝
信息数据库，对古厝的建造年代、
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建筑价值、
保存状况等数据进行分门别类管
理，为小学生提供网络学习资源。

“红领巾小提案”评出十强
少先队员关注世遗大会

吴朋政给孩子们讲述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院士的故事吴朋政给孩子们讲述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院士的故事。（。（榕博小学供图榕博小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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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1年第一期
市人大代表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021年第一期市
人大代表培训班 21日在闽侯县开班。本期
培训班为期 3天，45名市人大代表将重点围
绕党史和民法典开展学习与交流。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肖华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开班式强调，市人大代表要提高政治站
位，把党史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争当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带头了解法律、掌
握法律，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带头厉行
法治、依法办事，夯实依法履职基础；要严格
遵守学习纪律，确保学习取得实效。

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培训
基地、部属重点高校等，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代
表业务知识培训、专题培训、综合能力提升培
训，本届以来共举办了16期代表培训班和常
委会组成人员培训班，为代表履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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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1日福州市政协第十三届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福州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

因工作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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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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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1日福州市政协第十三届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排序）
增补刘丹、周应忠、练怡等3位同志为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福州市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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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1日福州市政协第十三届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许舜举同志任政协福州市委员会提案委
员会主任，免去其政协福州市委员会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职务；

余松同志任政协福州市委员会教科卫体
委员会主任，免去其政协福州市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主任职务；

刘丹同志任政协福州市委员会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主任；

练怡同志任政协福州市委员会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主任；

卓继辉同志任政协福州市委员会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正处长级）；

免去郑建平同志的政协福州市委员会港
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刘鸿同志的政协福州市委员会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关于撤销吕斌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福州市委员会委员资格
的决定

（2021年7月21日福州市政协第十三届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追认）

鉴于吕斌严重违纪，根据中共福州市委
建议，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对违纪违法政协委
员及时作出处理的决定》，政协第十三届福州
市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主席会议作出了撤销吕
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福州市委
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已向社会公布，现予
以追认。

法定控规完成批复，重磅项目
接连落地，项目建设开足马力……
福州北翼，一座崭新的现代物流城
正蓄力崛起，成为福州城市现代化
建设的有力支撑。

“十四五”开局之年，福州市出
台《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行动纲
要》，“现代物流城”成为福州加快
建设的六个城之一、争创国家中心
城市的重要抓手。由市委主要领
导出题，市政协第一时间聚焦，将

“统筹推进福州现代物流城建设”
列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选题。2
月以来，课题组在讲座学习中汲取
有效信息，考察全国各类物流枢
纽，努力为建设“辐射全国的区域
性生活生产资料集散中心”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六大子课题
助力现代物流城建设

伏天来临，气温持续走高，位
于连江县丹阳镇的福州现代物流
城建设也在不断“升温”。7 月 8
日，近百名市政协委员来到施工现
场，只见眼前塔吊林立、机声隆隆，
大片刚刚完成平整的土地亟待施
工。

“相比于其他五个城，现代物
流城宛如初生的‘婴儿’，在需要更

加系统性规划的同时，也拥有更多
的可能性和发挥空间。”市政协调
研室主任陈小刚说。

经市委主要领导点题，市政协
课题组于今年2月启动福州现代物
流城建设课题调研。先后开展专
题学习和实地考察，并赴郑州、济
南、临沂、连云港、义乌等城市，学
习其推进空港型、陆港型、生产服
务型、商贸服务型、港口型物流枢
纽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广
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综合考量下，市政协开阔视
野、做大主题，以推进福州现代物
流城建设为立足点，统筹全市产业
发展优势和交通枢纽布局，汇集长
乐、罗源、江阴等空港资源优势，摘
取全市物流基地共性，为福州加快
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超越谋划新的增长极。

在 21日举行的市政协专题议
政性常委会议上，半年的辛勤调研
和协商成果转化为一份“热腾腾”
的“建议案”。该份建议案的形成
基于统筹推进福州现代物流城产
业布局规划、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建设、江阴港城建设、罗源湾港
城建设、长乐国际航空城建设、交
通集疏运体系建设等6个子课题、1
份外地调研报告和 1 份调研总报
告。

汇集众智
推动福州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在福州现代物流城项目指挥
部，巨大的沙盘配合屏幕，展现出
一幅海陆空三位一体，物流繁忙、
商流兴隆的火热图景。这与建议
案指出的福州现代物流城建设优
势不谋而合。

建议案指出，难得的政策环
境、良好的物流产业基础、便捷的
综合交通条件、独特的对台区位优
势以及优越的连片发展空间，构成
了福州现代物流城建设的积极因
素，但统筹推进福州现代物流城建
设，还需要从科学界定福州现代物
流城的目标定位、完善交通体系、
发展枢纽经济、强化信息支撑、创
新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

结合闽侯物流产业发展得失，
市政协委员包美涓建议，规划先
行，严格把好招商关口，以注册、纳
税在本地作为重要标杆，严格筛
选，重点引进“物流+批发”的新业
态物流企业。

作为本土物流企业代表，市政
协委员刘伟从自身所处行业角度
建议，搭建多式联运平台，支持龙
头物流企业牵头推进标准化运输
等具体工作，建立铁路、公路、港口
等运营与监管单位参加的联席工

作机制，共同研究理顺多式联运运
作机制。

市政协经建委智库专家郭斌
把目光放在物流城的智慧化水平
上。他说，结合平台福州和数字福
州建设，可打造一批网络货运、供
应链电商、公铁水多式联运、金融
等平台，为物流企业和重点物流项
目提供全产业链服务，进一步吸引
物流相关企业集聚。

……
协商会上，委员们恳切的声音

为市政协囊括五个方面共十五条
建议的项目清单，提供了更多的思
考空间，成为各级各部门以实干之
举，贯彻落实福州建设国家物流枢
纽城市的动力之源。

部门回应
以最大工作成效回应委员期许

踏着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
奋进鼓点，市政协邀请市发改委、
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市直相
关部门及连江县联合开展专题调
研，及时的探讨和回应为现代物流
城的建设开启了“加速度”。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才能不断
提升现代物流城发展能级。“现代
物流城部分区域纳入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范围，我市
正在编制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

纽城市建设方案并形成初稿。”市
发改委表示，将继续推进国家物流
枢纽城市申报工作。

“委员们提出健全物流枢纽集
疏运体系，正是我们施力的方向。”
市交通运输局计划提速沿海通道
建设，谋划西向交通新干线，也将
加快完善福州现代物流城对外公
路网络，制定出台新一轮促进港口
生产发展的扶持政策，扶持福州港
集装箱业务规模化发展。

针对统筹产业布局，做强物流
枢纽经济，市商务局正在加快编制
《福州市“十四五”物流业发展规
划》。物流城将按北制造、中物流、
南商贸三大组团布局产业，重点引
进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流通
加工业、商贸服务业、现代物流业
五大产业。

作为福州现代物流城的承载
地，连江县使命重大。连江县政
府表示，将坚持全方位、全要素的
规划保障，充分借鉴滨海新城规
划建设经验，完善现代物流城规
划；同时加快土地报批工作，瞄准
龙头企业开展招商工作和项目建
设。

勾勒“物流之城”宏伟蓝图
市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聚焦统筹推进福州现代物流城建设

本报记者 钱嘉宜 莫思予

（上接1版）原来先薯亭是为纪念最早引种及
推广番薯种植的归国华侨陈振龙和福建巡
抚金学曾而建。讲解员向嘉宾介绍，明万历
年间，福州大旱，百姓陷入饥荒之中。在菲
律宾经商的福州华侨陈振龙见到当地的红
薯易于种植可充当粮食，便冒险将在菲律宾
被视为“国宝”的红薯育苗藏在毛竹筒和篮
子中带回了福州，试种成功后报告当时的福
建巡抚金学曾。金学曾教导百姓种植，从而
拯救了饥荒中的灾民，进而推广到全国。

来自贵州省荔波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
的莫如铁听罢先薯亭的故事后，感触颇多，
他告诉记者：“这体现了福州人的感恩之
情。”他同时表示，福州很重视各景点景区历
史人文底蕴的挖掘，以文促旅，注重文旅融
合，很值得其他地方学习。

世遗大会嘉宾参访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