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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联合房讯

■子叶
7月 17日，福州新区集团品牌营

销中心在福州滨海新城新投商务中心
华美绽放。福州新区集团副总经理陈
华为活动致辞，他说，当前滨海新城正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新区集团作为福
州新区开发建设的主力军，在福州市
委、市政府和新区管委会的坚强领导
下，秉持“勇担历史使命，服务新区发
展”的企业使命，积极参与新区新城的
开发建设和运营，大力推进产业兴城、
产城融合，与福州新区共成长。

致辞过后，福州新区集团领导陈
芳、陈华、陈峥等受邀嘉宾共同为新区
集团品牌营销中心开放进行剪彩。自
此，新区集团在滨海新城CBD核心区
再次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区集团品牌营销中心的开放，
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品质，更是
对美好生活的诠释。未来，新区集团
将以新区新城开发建设为契机，立足
新区，放眼东南，大胆创新，多元探索，
为成为城市综合运营商的领跑者持续

发力，继续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各界
人士的信任与支持。

新投汇贤雅居、新投那迪广场、新
投商务中心作为新区集团在滨海新城
重点开发项目，将为滨海新城带来丰
富的商业业态，优越的办公环境以及
舒适的品质人居。

新投汇贤雅居作为新区集团在滨
海新城倾力打造的首个商品房项目，
自公开以来，便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
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成为滨海新城
的人气“红盘”。

项目周边优质教育资源环绕，福建
师大附属滨海小学、滨海实验幼儿园、融
侨赛德伯国际学校等，让孩子从小拥有
良好的教育环境。串联东南快速通道、
绕城高速两条城市主干道，直达福州市
区，形成高速顺畅的多线交通体系。项
目整体为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极具时
代前沿的摩登时尚感，是非常有活力的
一个社区，其中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
场、书店、娱乐中心等菁英配套一应俱
全。

从网签数据看，6月福州存量
房市场总成交套数 3874套，成交
面积 296174.44平方米，维持 5月
回调周期，环比仅微涨0.18%。与
今年 4月 4479套相比，跌幅达到
13.5%。专家表示，存量房楼市涨

幅乏力，也可能加剧下半年福州
楼市冷热不均的交易局面。

从细分数据来看，6月各区存
量房交易量延续 5 月态势。其
中，仓山区成交 1129 套，鼓楼区
交易量跌幅最大，成交套数下降

4.31%。可见，在“学区房”行情持
续“降温”下，鼓楼区的交易量还
将持续“下行”。值得注意的是，6
月台江区成交 605 套，环比上涨
15.2%，成交面积更是环比上涨
15.85%。

新区生长 城市向上

福州新区集团品牌营销中心正式开放福州存量房市场平稳发展

6月，福州存量房成交均价为
26209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64%。
台江区本月成交量小幅上升，成
交多套如群升国际、福德都会等
小区，同时还成交了多套位于优
质地段的房子，如中庚香江万里、
万科金域中央、世茂茶亭俪园等

社区，也带动了均价的上涨。
交易的产品结构上，6 月最

受追捧的仍然是 70~90 平方米
和 90~110 平方米户型。其中，
70~90平方米户型占总成交量的
26%，90~110 平方米户型占比为
19%。70~90 平方米户型成交的

房源，大多集中在仓山区和闽侯
县，其中仓山区成交占比 26%，
闽侯县成交占比 23%。如江南
水都、群升江山城等成交多套刚
需户型。

6 月，福州全市租赁均价为
2651 元/套 ，较 5 月 小 幅 下 跌
0.52%。持续两月呈现交易量上
升但租金小幅下跌的市场表现。
6月，随着毕业季行情持续释放，

租赁成交总量持续
上涨。

30 岁 以 下 人
群在本月的交易
愈发活跃，占据整
体交易量半数，成

为 6 月租赁市场的中坚力量。
这部分人群中多以刚参加工作
的毕业学子为主，这些年轻学子
对租赁房源的价格以及地段非
常敏感，更青睐靠近产业、商务
区周边的小面积房源。

此外，本月也有许多学子租
赁高新区周边新社区，由于地段
近产业商务区，整体租金较低，
成为拉低租赁市场均价的又一
重要因素。

存量房
存量房是指已被购买或

自建并取得所有权证书的房
屋，一般是指未居住过的二
手房，即通常所讲的“库存待
售”的房产。

存量房市场冷热不均

刚需户型成交比重加大

毕业租赁行情持续释放 名词解释>>>

（本文数据由福建省中房研
究中心提供，所提到的“福州存
量房”仅收录鼓楼、仓山、晋安、
台江、马尾五区交易数据。）

6月，福州市城区（不含长

乐区）存量房网签3874套，与

今年上半年成交高峰4月份的

4479 套相比，成交降了 605

套，降幅达13.5%。6月，台江

区成交量上涨明显，成交605

套，环比上涨15.2%，成交面

积更是环比上涨15.85%。近

日，福建省中房研究中心联合

福州市存量房研究所联合发

布了《2021年福州存量房指数

6月报》，全面剖析6月福州鼓

楼、仓山、晋安、台江、马尾五

城区存量房市场。

■叶昕

“目前虽是黑暗重重，然这正
是黎明前的象征，请你们安心地
等待着吧：度过了这冷的严冬，春
天一定就会来到人间了！”1947
年，陈振先在狱中留下了人生中
的最后一封家书，英勇就义。

信件送到母亲夏淑琼手里，
她为失去亲人感到难过，却也为
儿子的英勇感到欣慰。在革命的
道路上，夏淑琼一家人坚定地与
敌人战斗着，她的家成了县委的
交通联络站，5个子女也先后走上
革命的道路。放下家书，她继续
领着“革命家庭”在严冬里，向着
春天战斗。

举家心向党
她是“革命老妈妈”

夏淑琼的丈夫陈宏宇是一名
有着进步思想的大学生，在大革
命失败后的低潮中，他奋勇当先，
组织群众烧毁日货，打击奸商，发
动了有名的“抗百税”运动。从始
至终，夏淑琼全力支持着丈夫的
革命工作。

1932年初，长子陈振芳在参加
福清的龙高暴动后，将时任中共福
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黄孝敏接到
家中暂住并治疗疟疾。期间，黄孝
敏宣讲的革命思想激荡了夏淑琼
的心，就在安顿黄孝敏的小阁楼，夏
淑琼建立起党的秘密活动点，担任
地下交通员。同样，在这座小阁楼
内，陈振芳和夏淑琼相继宣誓，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因发动“抗百税”运动而遭受

敌人迫害，陈宏宇的身体一直抱
恙，1934年不幸病逝。夏淑琼忍
着悲痛，继续扛起斗争的大旗，逐
渐显露出过人的胆识和才干。

1934 年秋，黄孝敏率福清参
观团赴连江苏区考察返回时，船
停在斗垣村的港口。忽然，一个
消息传来，县保安队得到线人消
息称这里有共产党员，马上要来
此处追办。众人一时心急如焚，
不知该如何是好。凭借对当地环
境的熟悉，夏淑琼急中生智，找了
条小船将黄孝敏等人送到东壁岛
躲避，又托陈宏宇的好友找镇长
从中斡旋，成功保住了一大批革
命中坚力量。

夏淑琼自从接受黄孝敏委托，
建立地下交通站以后，无论她走到
哪，交通站就建到哪，保护了无数

的共产党人，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
地给予革命者爱护与温暖，因此大
家都叫她“革命老妈妈”。

斗垣三英杰
前赴后继上战场

“革命老妈妈”不仅自己参加
革命，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女也
前赴后继踏上革命道路，三个儿
子被称为“斗垣三杰”。

长子陈振芳化名程序，12岁
就参加了龙高暴动，20岁时作为
闽江工委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七
大。1939年，程序北上延安，后又
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一直到
80年代，程序才回到福建担任福
建省委书记。

陈振芳离开家乡之后，夏淑
琼又把刚刚成人的次子陈振先送

入抗日游击队。陈振先没有辜负
母亲的期望，在荆棘的道路中坚
定前行，决不搞特殊。1941年，各
游击队领导人聚在一起选拔敢死
队前往琅尾港伏击日军，组织上
原本考虑陈振芳北上尚未归来，
不让陈振先参加敢死队。可是，
陈振先坚决要求参加战斗，他沉
着果敢，英勇地完成任务。

1947 年，陈振先不幸被叛徒
出卖遭捕。面对数十次的严刑审
讯，他始终泰然自若、横眉冷对。
在狱中也不忘对看守人员宣传革
命道理，用血和意志凝成革命的
花朵。陈振先牺牲后，夏淑琼的
小儿子和两个女儿依然坚定地跟
着党走。

夏淑琼的外孙女王小明告诉
记者，她每次去看望自己的三舅
陈振亮时，他总是说：“我9岁时就
开始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了。”

1949年8月16日，9岁就开始
为党工作的陈振亮，已经是游击
队的领导人，他带领游击队，配合
解放军主力解放了福清县城，把
红旗插到福清县政府的门楼上！

“我来自革命家庭”
红色精神绵延不息

“我小时候听过你外婆讲革

命故事呢！”王小明的福清同伴几
乎都跟她说过这句话。原来，解
放后，年过半百的夏淑琼仍奋斗
在妇女工作的一线，退休后还深
入到福清各个中小学宣讲革命故
事。

让王小明没想到的是，自己
在上海念书的小外孙陈昱达把这
一段福州的革命故事传递到了上
海。一声稚嫩的“我来自革命家
庭”，让王小明感慨万千，“小外孙
总是喜欢听我说当年的红色故
事，没想到他都记在心里，还当起
了传播者。”

王小明的母亲陈辉明和大姨
陈辉容都在革命队伍中结识了自
己的丈夫，革命家庭的力量逐渐
壮大，革命的精神也随之传递给
下一代。

“我母亲陈辉明和父亲王一
平为人低调，从小就教导我们要
勤恳做人，能为党多干一天，就
多干一天。”父母的教导影响了
王小明的人生，她通过自身努力
成为福建省第一位专利律师，继
续为祖辈奉献一生的祖国贡献
力量。

现在，她守着这团红色火苗
继续向后代传递，革命家庭的红
色精神因而绵延不息。

福州交警推出
线上“归零窗口”

本报讯（记者 黄凌）记者从昨日召开
的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 月 15 日
起，福州交警将推出线上“归零窗口”，提供
精准高效服务，解决棘手的交管业务办理
难题。

届时，市民可通过关注“福州交警微发
布”微信公众号，按照“归零窗口”模块导办指
引登记信息和提交相关材料。该线上窗口将
集中受理群众、企业在鼓楼、台江、仓山、晋
安、上街（高新区）办理公安交管业务过程中
遇到的疑难杂症。

具体项目为：已按规定事项提交申请、提
供材料，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存在不办理、超期
未办理、办理难等情况；公安交管窗口办理各
类业务，存在要求群众、企业往返交警内设部
门协调或提供指南以外材料等情况；注册地、
核发地为福州的机动车、驾驶证，遇到在异地
（福州以外地区）的交通违法数据不同步、违
法信息录入错误等情况；交通违法复核、复议
已按规定提交材料、证据，公安交管部门存在
拖着办、不给办、很难办，以及要求群众、企业
提交本应由交警自行核实证据等情况；涉及
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和交通刑事案件办理中存
在履职不到位、执法不公正、处理有异议等情
况。

“归零窗口”服务承诺：对于业务清晰、材
料齐全、受理部门明确的事项，在1个工作日
内办结；对于业务受理部门明确且需内部协
同办理的事项，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对于需
要跨部门协调、问询调查、实地取证的事项，
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

记者21日从市委文明办获悉，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2021年
7月“福州好人榜”揭晓。综合人物
事迹、评审情况和群众评议投票结
果，有 5 位候选人入选，他们分别
是：助人为乐的李琴（详见本报7月
8日报道）、吴选珍，敬业奉献的黄
露佳、程天池，孝老爱亲的李秀丽。

助人为乐好人
吴选珍：甘当古桥守护者

吴选珍是福清市新厝镇桥尾
村村民。桥尾村与莆田市江口镇
隔江相望，中间隔着一座古桥被
村民称作“宋桥”，他家就住在桥
边，桥头是小摊贩聚集摆摊的地
方，散市后，矿泉水瓶、塑料袋、纸
屑、烟蒂等满地皆是，夏季容易滋
生蚊虫。吴选珍便拿起扫帚清
理，还拉来自家的水管冲洗路面、
垃圾桶。

古桥的护栏石墩被车撞坏，石

块掉进水里，他就穿上雨靴，把掉
落的石头一块块捡起来，清洁干净
后重新安装上去。他就这样不图
回报，甘当古桥守护者。

敬业奉献好人
黄露佳：交警业务多面手

黄露佳是马尾区公安局交警大
队三级警长。2019年底，我市启动
电动自行车换发新式号牌工作。作
为马尾区电动自行车换牌工作点负
责人，从选址、装修、招聘到采购、培
训、联络都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
电动自行车换牌伊始，为方便市民
及时了解有关规定，她主动将手机
号码公开，同时通过各种方式、途径
向群众做解读。

黄露佳不仅是一个严格的执
法者，还是一名敬业的宣传员。在
日常的执法工作中，她用通俗而富
有寓意的话语，耐心地宣讲交通安
全的重要性。

程天池：善解邻里千千结
程天池是闽侯县司法局甘蔗司

法所专职人民调解员，1993年，他担
任甘蔗街道横屿村村委会调解主
任，开启了自己的调解员之路。

在村里当调解员，虽说整天接
触的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但程天
池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因为自
己所从事的虽然是小事，但也是为
人民服务”。

程天池每天四处奔波，耐心地
为发生矛盾纠纷的村民做思想工
作，把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凭借真
诚、公正，程天池调解了一件又一
件矛盾纠纷，获得了村民的尊敬和
支持。如今，一遇到什么矛盾，村
民们总想到程天池。

程天池深知要想胜任人民调
解工作，仅凭一腔热血远远不够，
还必须要有较强的法律知识和过
硬的业务本领。他不断主动“充

电”，学习了大量法律法规，并自愿
报名参加了人民法院特邀陪审员
工作，以案为鉴、以案学法、以案释
法，并向法官请教有关问题。

2017年 1月，甘蔗街道司法所
成立了以程天池个人名字命名的

“程天池调解工作室”。2019年 11
月，工作室被评为“市级金牌调解
工作室”。

孝老爱亲好人
李秀丽：你守海疆，我护家庭

福州金山小学员工李秀丽是
一名人民教师，也是一位军嫂。

丈夫是军人，经常三四个月见
不着人。刚结婚没多久，李秀丽的
婆婆被查出宫颈
癌，要尽早手术治
疗，丈夫是独生
子，又长期在部队
无法回家照顾，她
便家里、单位、医

院三头跑。婆婆在病床上躺久了腿
脚不舒服，她就每晚给婆婆洗脚、按
摩；为了让婆婆尽早康复，她用心专
研食谱，煲汤、做营养餐……

李秀丽婆婆出院的第二年，体
检时又被查出甲状腺肿瘤，那段时
间恰逢李秀丽公公身体不适，需要
卧床调理。李秀丽独自一人挑起
了照顾公公、婆婆的重任，让远在
部队的丈夫放心。

对于平时不住在一起的长辈，
她也没有忘记。丈夫的祖母牙口
不好、腿脚不灵活，李秀丽便时不
时买些营养品拿回老家给老人。
每到春节前，她还总不忘将老人接
到福州住上几个月。

为这5名“福州好人”点赞
本报记者 吴晖

举家矢志跟党走 红色基因代代传
——记夏淑琼和她的革命家庭

本报记者 林奕婷 见习记者 林榕昇

王小明的外孙陈昱达讲述革命故事王小明的外孙陈昱达讲述革命故事。（。（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以党史学习教育助推优化营商环境

连江企业数量突破1万户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叶建隆）

今年以来，连江县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深
化改革、破解难题、服务群众有机结合，让群
众和市场主体全面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来
的新气象，大大激发市场创业热情。截至 7
月中旬，该县企业数量突破1万户，今年以来
新增企业1132户。

在落实惠企惠民政策方面，连江全面
实施“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允许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一照多址”和“多照
一址”，企业设立登记时间压缩至 2 个工作
小时，推广新开办企业免费刻章，降低企业
准入门槛。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共发放

“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2757 本，集群注册登
记 18户，免费刻章 295家，节约费用 11.8万
元。

在优化窗口服务制度方面，以企业诉求
为导向，优化办事流程、拓宽办事渠道，支持

“网上办、邮递办、预约办”的审批服务模式和
全程指导、跟踪办理、容缺预审、当场办结等
绿色通道服务，有效缩短服务距离，实现“审
批不见面，办事少跑路”。今年以来共办理网
上申报 879件，邮递服务 11件，预约办理 450
户次。

连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精心制定了带
班注册官制度和考核测评制度，加强窗口人
员规范化管理，通过业务培训、跟班学习、政
策研讨、线上指导等方式，提升注册审批人员
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登记业务能力，建设专业
化、高素质的注册官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