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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开展
防暑降温慰问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福州入伏以来，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生产一线的职工们带来
了严峻“烤”验，也牵动着工会“娘家人”的
心。本月初以来，市总工会围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全体机关干部分成
12 路，奔赴 45 家单位开展“夏送清凉”防暑降
温慰问活动，为职工们送去慰问金和毛巾、
凉茶等慰问品。
本月至下月，我市县级以上工会将投入
800 万元，在全市集中开展“夏送清凉”防暑
降温专项慰问活动。慰问活动重点走访城
市环卫、公共交通、重点工程建设、邮政快递
等行业一线职工，并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委员会作用，督促企业单位规范高
温天气下的用工生产、保障职工工作场所卫
生等，助力企业单位防疫、降温、促生产。聚
焦环卫职工、公安一线执勤人员等特殊群
体，市总工会还开展了专场慰问活动，为环
卫工人、公安一线执勤人员各送上价值 10 万
元的防暑降温慰问品。

市防指启动
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黄凌）21 日 5 时，今年第 6
号台风“烟花”中心位于台湾省宜兰县偏东
方向约 640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 12 级（35 米/秒），预计于 25 日
登陆闽浙交界一带。根据《福州市防汛防台
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从 7 月 21 日 9 时起
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福州火车站停运
途经郑州方向列车
本报讯（记者 黄凌 通讯员 江曲）记者
昨日从福州火车站获悉，因河南省遭遇特大
暴雨导致郑州至洛阳区间的郑西高铁、陇海
铁路发生水漫线路、
路基坍塌、
设备淹水等情
况，
21 日，
福州站涉及途经郑州方向的 G1902、
G1906、
G2046、
G648、
G860次列车停运。
福州火车站提醒，已购停运列车车票的
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含当日）
通过互联网办理退票，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专窗退票（已打印
报销凭证的请将凭证交予车站窗口工作人
员），
以上均不收取手续费。

榕首台百万千瓦火电机组
拟于 10 月投产发电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吴其法
柯成舟）记者近日从连江县获悉，
国能（连江）
港电有限公司 1 号机组将于今年 10 月投产发
电，2 号机组计划于明年实现并网发电。届
时，1 号、2 号机组投产后，年发电可达 80 亿千
瓦时，年利税约 4 亿元。据介绍，1 号机组为
福州地区首台百万千瓦火电机组。
国能（连江）港电有限公司原为神华（福
州）罗源湾港电有限公司，今年 3 月正式变更
登记为现名，负责福建罗源湾港储电一体化
项目建设和运营。该项目位于连江县可门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约 102 亿元，由电厂工
程、电厂储煤场工程、码头工程三个独立项目
组成。其中，
电厂工程一期建设 2×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电厂储煤场为 10 万吨级
封闭式煤棚，码头工程 1-3 号泊位可同时靠
泊 2 条 30 万吨级散货船。

2021 福建青少年围棋锦标赛落幕

福州队夺得团体冠军
本报讯（记者 曾建兵）记者昨日获悉，
2021 福建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日前落下帷
幕，
福州代表队发挥出色，
夺得团体冠军。
作为福建省青少年业余围棋界最高级
别的赛事，本届赛事首次以行政区划单位组
队，
参赛选手按照年龄及性别分 6 组，
共 10 支
队伍参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省各设区
市中小学业余围棋的最高水准。福州代表
队除获得团体冠军外，队员庄杰睿驰还获得
男子儿童组第一名。
省围棋协会主席戴滨辉表示，
围棋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软实力的组
成部分，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
起。本次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是衡量我省青
少年围棋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对全省乃至各
设区市围棋发展水平的一次重要考评，
是省围
棋协会制定政策和指导工作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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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文创 创新驱动发展

5G云游戏产业博览会（2021）暨云游戏产业高峰论坛在滨海新城举行
本报讯（记者 余少林）昨日，
由市政府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联合主办的，主题为“平台赋能产
业，创新驱动发展”的 5G 云游戏产
业博览会（2021）暨云游戏产业高
峰论坛在滨海新城举行。
以“科技+文化”为基础的新文
创产业已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云游戏作为新文创
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将加速推动文
创产业智能化转型和创新性发
展。2021 年 4 月 26 日第四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上，明确福州将大力
发展“数字文创”和“5G 云游戏”产
业，并配套相应优惠产业政策，助
力产业加速发展。
5G 云游戏产业博览会（2021）
暨云游戏产业高峰论坛以“会议+
论坛+展览”的模式举行，旨在引领
云游戏产业发展、共同解决产业界
难点痛点、拓展产业合作疆域、共
建数字文创美好未来。
论坛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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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家企业在论坛现场签订合作意向协议。
多家企业在论坛现场签订合作意向协议
。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
秘书处（福建办事处）正式揭牌。
记者了解到，该数字文创研究中心
将重点建设云游戏展示和体验中
心、
云游戏公共服务平台、
云游戏版
权保护和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中国
泰尔实验室（福州）游戏产品检测认
证服务平台、全国云游戏 IDC 资源
优化利用服务平台（CNGDC）、云
游戏新技术验证公共服务平台等构

建“一中心五平台”的公共服务能
力，
全方位服务云游戏产业发展。
云游戏展示和体验中心占地
1000 平方米，是全球首个云游戏、
云 XR、超高清视频应用展示和体
验中心；云游戏公共服务平台能及
时发现违规游戏，快速扼制不良游
戏的传播，起到规范行业良性健康
发展的目的；中国泰尔实验室（福

州）游戏产品检测认证服务平台由
国家级实验室提供全方位的游戏
产品检测认证服务和可靠的测试
验证环境，打造国内有权威影响力
的游戏产品评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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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落地福 州滨海新
城，将带动 5G 云游戏产业联盟领
军企业加入滨海新城生态圈，共同
推动滨海新城数字经济、数字文创
和云游戏产业发展 ，形 成集聚效
应，引导更多企业落户滨海新城，
形成全国数字文创和云游戏产业
高地和示范区。
揭牌仪式后，现场启动福州市
数字文创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平
台，并举行福州市数字文创产业园
入驻意向企业签约仪式。仪式上，
中国电信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金山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等与长乐区政府、福州新区投资
集团意向签约入驻福州市数字文

创产业园。北京蔚领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视博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海马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威尔视觉科 技有限公
司、成都珑微系统有限公司、北京
庭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云鹭科技
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签订数字福
建云计算 IDC 机房合作意向协议。
5G 云游戏产业联盟在论坛上
还发布《云游戏服务平台通用技术
要求》
《云原生游戏软件开发流程
指南》2 项标准，并公布 2021“ 创新
揭榜”入围企业名单。截至目前，
5G 云游戏产业联盟已经完成联盟
团体标准和研究课题立项 18 项，已
发布 5 项标准/研究报告、行业自律
公约 2 项、产业白皮书和行业报告
3 篇。
为实现平台为产业赋能，开创
数字文创新局面，会议期间还举办
了 5G 云游戏产业圆桌论坛，嘉宾
们围绕“云游戏内容建设与商业化
—— 云 游 戏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云 服
务？”展开交流，为云游戏产业发展
提供智力支撑。

新店外环路主线今日通车
城区北大门出行提速

本报讯（记者 孙漫）今日上
午，在城区北部，一个牵起新店片
区的快速环路系统正式开放通
行。
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获悉，
这个名为新店外环路的项目，是
我市目前单体最大、最复杂的市
政项目，也是城区城市品质提升
及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建设项目和
城区重要治堵项目之一。随着全
长约 8.77 公里的主线通车，互通、
隧道、下穿被串联起来，这条三环
路与绕城高速间的“3.5 环”，为城
区交通舒筋展骨。
黝黑的沥青桥面、清爽干净
的隧道、早早“上岗”的交通标识
……21 日下午，记者在即将通车
的新店外环路主线看到，为以最
好的状态迎接市民，卫生清理等
工作加快进行。
“新店外环路项目在建设时
一分为二，由新店外环路东段和
西段 2 个项目组成，其主线西起龙
头路，东至园中互通，全长约 8.77
公里。”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8 年底，福州城投集团下
属两大城市建设主力军——市城
乡建总和市建发集团下属福州市
政建设开发公司分东西两线作
战，
“ 织出”两大互通、一条隧道、
一条下穿通道与沿线桥梁交织的
畅通路网。
园中互通、新店互通，是项目

新店外环路。
新店外环路
。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
的“主角”之一。市城乡建总新店
外环路东段项目负责人侯思远介
绍，园中互通是东段的枢纽工程，
7 条新建匝道分别与三环辅路、新
店外环、前横路、104 国道相接。
全长 2.35 公里的登云隧道，
是城区最长、体量最大的隧道，通
过进口段、出口段、明挖段的多点
掘进，让园中互通与新店互通“手
拉手”。
“西段还有长约 500 米的一条

下穿通道。”市建发集团下属福州
市政建设开发公司该项目负责人
陈立明告诉记者，汤斜物流园附
近的这条下穿通道，能让去物流
园和前往龙头路方向的车辆各行
其道。
和地上的快速路系统一并建
成的，还有藏在地下、全长 6.6 公
里的综合管廊。
开 车 从 主 线 穿 行 ，一 趟“ 旅
程”需要多久时间？答案是：按 50

公里/小时左右的速度，10 分钟左
右即可“穿越”。
昨日，记者从北三环园中互
通 出 发 ，穿 过 登 云 隧 道 、新 店 互
通，一路前行，就能顺畅抵达晋安
区龙头路。这趟全程无红绿灯的
出行，相比此前从坂中路、秀峰路
等路段的绕行，单趟出行时间可
节省 20 分钟左右。
在钢筋水泥“织”成的路网骨
架里，桥上、桥下的一抹抹亮色，

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存在。
被市 民 称 为“ 最 美 互 通 ”的
园中互通，是三环路沿线品质提
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以大
腹木棉为骨干树种，配合美人树
打造缤纷璀璨的开花片林，给市
民带来“车行花海、林中穿行”的
体验。
新店互通，则利用各匝道间
的分隔带及边坡绿化，形成近 8 万
平方米错落有致的绿化空间，提
升行车舒适性。
在西段，从新店互通至龙头
路，则是一条充满活力的城市景
观大道。这里，有季相分明、树形
优美的特色树种，还有花期较长、
开花量大的小乔木，秋枫、栾树、
无患子、香樟、茶梅球等让市民一
路前行一路景。
“此前，新店片区和三环、主
城区的联系主要通过秀峰路、坂
中路等路段，随着新店外环主线
通车，与绕城高速、北三环形成新
店片区快速环路系统，可分流北
三环交通压力，还能加强 2 条北向
通道（绕城高速、北二通道）的交
通调剂功能，为城北片区发展‘强
筋壮骨’。”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远期，这条“3.5 环”还将
和城区东部的前横路快速化改造
工程、规划前横闽江大桥衔接，进
一步完善晋安区、台江区及仓山
区东部片区路网。

3 项世界纪录保持者，
福州举重名将李雯雯：

福清侨乡博物馆
林绍良陈列馆开放
本报讯（记者 王炳聪 通讯员 陈品洪）
20 日，位于福清华侨公园的福清侨乡博物馆
林绍良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市民通过线上
预约可免费参观。
林绍良陈列馆作为华侨公园的主体建
筑，建筑面积 6781 平方米，景观设计以天然
园林融合南洋风情为主，
是一处集人文、
艺术、
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公益开放场所，
设有“亲、
诚、
惠、
容”
4个主题展厅，
展示著名爱国侨领林
绍良先生为代表的海外侨贤，
艰苦创业、心系
桑梓、
无私捐献、
实业报国的人文故事。

综合

零起点
“哄”出来的巾帼大力士
本报记者 曾建兵
抓举 148 公斤、挺举 187 公斤、
总成绩 335 公斤！这是福州举重名
将李雯雯在女子 87 公斤以上级保
持的 3 项世界纪录。近年来，作为
3 项举重世界纪录保持者，年少成
名的李雯雯多次刷新自己创造的
世界纪录 ，世界女举大级别 进入
“雯雯时代”。
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李雯雯
作为本届奥运会上有实力染指金
牌并破纪录的奥运选手，她的成长
历程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近
日 ，记者采访了李雯雯 的启蒙教
练、原福州市体育工作大队教练关
咏梅。

从“零起点”到全国冠军
“ 李 雯 雯 是 我 2012 年 选 的 ，
2013 年初她刚刚 13 岁，举重起点
可以说是‘零’，我带了她近 6 年，她
从‘零起步’，到后来抓举 140 多公
斤、挺举 180 多公斤，这一成绩在同
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后来被国家
队选中，从一名普通女孩成长为全
国冠军。”说起一手培养起来的爱
徒，
关咏梅如数家珍。
关咏梅说，选中雯雯后，就发
现她的潜质非常大，所以对她的训
练、管理就按照最高档次、最高水
平设定并实施。

“雯雯跟我在一起五六年，基
本上没有间断地是在高标准、严要
求过程中被培养的，包括她成长过
程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水平，但是毕竟因为她年龄太小，
成绩上得比较快，其他方面的成熟
和成长还是有点跟不上。”关咏梅
说，雯雯到了国家队后，有点小任
性，给国家队教练、教练组添了不
少麻烦。
“雯雯性格开朗，为人大方，人
生观、价值观还是很不错的，我们
只是考虑她将来成为优秀选手，会
处在风口浪尖，所以对她的教育比
较早。”关咏梅介绍，对雯雯的品德
培养比较早也比较重视，到了国家
队，这些好的一面也着实让雯雯受
益良多，雯雯在训练场上的吃苦耐
劳等表现也不错。

从“哭着练”到巾帼大力士
作为一名运动员，训练中会遇
到各种难题，李雯雯也毫不例外，
而且她比一般运动员遇到的挑战
也更多、更大。
“雯雯训练过程中，也曾遇到
艰难、磨难、瓶颈等阶段，尤其是刚
到福州，天气比较热，第一个夏训
就给她一个下马威，因为她胖，属
于大级别，基本上是哭着练。”关咏

李雯雯在抓举比赛中（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
梅说，要想不断超越自己，没有高
标准、严要求，没有日复一日艰苦
的训练，就没有现在和未来更优秀
的“巾帼大力士”。
“既要让雯雯接受整个训练过
程，又要让她在崩溃的边缘挑战自
己，
所以说雯雯吃了很多苦，
常常哭
着练，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泄气
的话。”关咏梅说，她看到的永远是
训练场上全力以赴的李雯雯，
“雯雯
哭归哭，
做归做，
她想成为举重领域
的顶尖高手，
这个目标对她有诱惑，

让她全力以赴克服一切困难。
”

从
“哄着练”
到世界纪录保持者
雯雯和队友关系融洽，到了国
家队以后，她也非常牵挂姐妹们，
收入提高了，经常给大家寄吃的、
穿的……
“后来我就不让雯雯这样做
了 ，这虽然是她情感上的一种寄
托，但这种寄托会牵扯她很多时间
和精力。”关咏梅说，
“ 雯雯需要全
力以赴与国家队教练配合好，尽快

接受国家队严格的管理和训练，磨
合期越短越好。
”
为此，关咏梅忍痛割断了与雯
雯的沟通，包括不发微信，不通电
话，故意对她冷漠，不理不睬，如陌
生人一样……关咏梅说，作为一个
国家队队员，肩上的担子越重，就
越要懂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
个道理。
“到了国家队，正好雯雯家里
出了一点变故，对她的打击很大，
加之国家队教练要求严格，女孩子
的心量小，年龄又小，她曾经一度
把行李打好了，想要离开国家队。”
关咏梅说，国家队教练们爱惜她是
个人才，不得已改变方式方法，费
了不少心思，
才把她稳住。
“从一个普通小女孩到国家一
流选手才用了五六年时间，又用了
二三年时间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
备战奥运会重点选手，雯雯这一路
真的挺顺利，但在这背后，是她身
边的人为她付出很多很多，给与她
的理解和包容。”关咏梅说，
“ 李雯
雯现在抓举超过 150 公斤、挺举超
过 190 公斤，比她刚进国家队时又
进步了很多，而且她的基本功也更
扎实了，这都是在国家队教练吴美
锦的帮助下，一点点给‘哄’出来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