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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风和日丽的上午，从闽侯县
法治廉政文化公园远眺对岸的江
心岛、连头沙洲，满目苍翠，景色
宜人。几只白鹭在闽江边翩翩起
舞，江畔芦苇、菖蒲丛生，不时传
来阵阵清脆的鸟鸣……

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背后，离
不开一项项治水新举措。自 2017
年全面推广河长制以来，闽侯 136
条河道有了河长，身边的河流悄
然发生变化，污染的河水清澈起
来，断流的河道重新奔腾起来。
曾经脏乱差的无人岛，如今“摇身
一变”成了候鸟栖息地。

日前，记者来到闽侯县荆溪
镇，探访江心岛、连头沙洲、中房
洲三个无人岛，探寻其蜕变过程。

环境之变
从脏乱差到候鸟乐园

在过去，江心岛、连头沙洲、
中房洲并不是真的无人岛，岛上
有违章搭盖的铁皮房、菜地大棚、
鸡圈，还有附近村民栽种的果树
和随意堆放的垃圾，岛上和附近
闽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都遭到了破
坏。

“针对这一情况，闽侯县提出
‘以点带面’的整治方案，对闽江
沿线无人岛进行排查并整改。”闽
侯县水利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随即，荆溪镇、祥谦镇、上街
镇、南通镇展开地毯式排查，在最
短的时间内对全县无人岛展开全

面整治：拆除违章建筑、退耕还草
还林、清除垃圾、补植绿化带
……

中房洲拆除违章建筑8宗；连
头沙洲拆除违建500平方米，沙洲
的500米道路恢复成江面；江心岛
清除花生、地瓜、龙眼树等农作物
约 70 亩，并补植绿化带约 10 亩
……一个岛接一个岛的整治，闽
江闽侯段的 13 个岛洲恢复了生
态。

意识之变
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

无人岛整治的成功，得益于
闽侯干部拿出“像保护眼睛一样
呵护闽江水系”的干劲和办法。

“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一直坚
持原生态治理理念，按照大自然
本来的样子复绿，让植物自然生
长。”闽侯河长办工作人员介绍，
岛上的树木没有经过人工修剪，

保持了岛屿最原生态的景观。
在无人岛整治过程中，最难

的是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
“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

等村民下班后上门走访，苦口婆
心地劝导村民保护环境，宣讲政
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荆溪镇
水利工作站站长方功发谈起那段
时光，至今记忆犹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方功发
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江心岛

上的违章建筑拆除后，没有出现
反弹现象，村民们也将饲养的家
禽搬离。

生态环境越变越好，村民们
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渐渐从

“要我保护环境”转变为“我要保
护环境”。“以前不知道在岛上养
鸡养鸭会污染闽江，现在我们都
撤走了。我们还参与巡逻，与政
府工作人员一起保护生态。”港头
村村民叶新华说。

在闽侯无人岛上的河长公示
牌上，印有岛屿管理员的监督电
话，村民若发现直排污水、河面垃
圾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举
报。“每个月 14日，镇领导都会带
队巡查。另外，河道专管员也会
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
改。”方功发说。

无人岛的整治并没有治理完
就“案结事了”。对于治理之后的
保护，闽侯县制定了长效机制：定
期开展回头看，每个无人岛配置
乡镇河长、河道专管员进行巡查
管护，设立岛屿公示牌，明确责任
人，公示监督电话……

经过两年的整治，曾经的垃
圾岛面貌焕然一新。芦苇青青、
流水潺潺、飞鸟婉转……原生态
的无人岛向世人展现着闽侯湿
地之美。如今，沙洲上，自然生
长的各色花草随风摇曳，勾勒出
一幅河清、岸绿、景美的水乡秋
景图。

水清岸绿白鹭飞
闽侯无人岛治理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谭湘竹 见习记者 林榕昇

本报讯（记者 林瑞琪 通讯
员 唐宇航 詹剑洪）11日，国网闽
清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来到塔
庄镇炉溪村康信渔业有限公司养
殖基地，对该公司增氧机进行检
查和维护，为鳗鱼养殖户保电护
航。

据悉，现代化养殖的鳗鱼对
水温要求严格，养殖池内需要保
持 25℃左右的恒温环境，并且制
氧机需要 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一
旦增氧机停止工作将造成鳗鱼大
面积死亡，因而用电至关重要。

“这几年，我们养殖基地不断
扩大生产，增加到如今 32个养殖
大棚，这与供电企业的大力支持
和贴心服务分不开。”养殖基地负
责人说。

闽清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在
常态性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基地因
扩产需增设多台增氧机、抽水泵及
热泵机，再加上新员工的日常用电
设备，供电需求大大增加，原有的
供电线路已不能满足用电需求。
但由于鳗鱼出口受疫情影响，该养
殖基地资金周转紧张，原本计划的
扩产扩建方案被迫搁置。

对此，服务队主动为基地优
化供电方案，将原本专用变压器
的供电方式转为公用变低压接入

方式，从表箱及以上工程全部由
供电企业投资建设，实现了用电
报装“零投资”，为该基地节约了
投资成本。同时，供电公司还迅
速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结合电网
改造项目，在一周内为养殖基地
架设了 1.2公里的 10千伏供电线
路，并将供电变压器扩增至400千
伏安，还为基地新装了一台160千
瓦的三相电表，为该养殖基地的
增供扩销提供了坚实保障，获得
负责人的连连点赞。

近期以来，国网闽清县供电
公司深化新时代“双满意”工程，
积极开展“党建+电能替代”活动，
为县域内乡镇农家乐、大棚生态
园、畜牧业养殖等各类乡村特色
产业进行以电代煤、以电代气电
气智能化改造指导，积极助推乡
村产业区域化、集约化、多元化发
展。目前已累计完成工业领域、
农村电气化等电能替代 4050.61
万千瓦时，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照
亮乡村振兴富民路。

照亮乡村振兴富民路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为鳗鱼养殖户保电护航

闽清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上门服务。（闽清供电公司供图）

中国福州——哥斯达黎加
利蒙视频交流会顺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北京时间10月13
日上午 9点，福州市和哥斯达黎加利蒙市顺
利召开主题为“共建美好城市”的视频交流
会。福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朱训志、利蒙
市市长内斯特·马蒂斯·威廉姆斯及两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孙怡作为特邀嘉
宾参会并作总结发言。此次视频会是福州市
与利蒙市的首次会面，双方通过“云交流”方
式在防洪抗涝、垃圾处理、城市建设等方面分
享经验、畅谈合作。

朱训志介绍了我市的总体情况，希望两
市以此次视频会为契机，建立更加紧密联系，
深入、广泛地开展经贸、文旅、教育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

内斯特·马蒂斯·威廉姆斯表示期待与福
州市开展更多领域的交流，促进友好关系发
展，推动两市签署友好关系意向书，造福两市
人民。

孙怡在总结致词中说道，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哥斯达黎加独立200
周年。值此重要时刻，两市召开视频会议，不
仅为福州市和利蒙市未来的交流合作奠定了
更加坚实的基础，对推动中哥关系发展也有
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 林晗 见习记
者 林榕昇）昨日，“好年华·聚福
州”区县直播带岗活动启动。在
首场直播中，鼓楼区企业专场率
先亮相，共征集发布了鼓楼区 124
家单位 6053个岗位，并通过央视
频、爱奇艺、八闽云直播等10家主
流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福州有没有给博士过渡的
人才保障房？”“在榕就业的应届
硕士可以享受福州市的住房补贴
吗？”“福州对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有哪些优惠政策？”……直播伊
始，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面向全
国2022届高校毕业生详细解读了
福州市高校毕业生优惠政策，并
对直播过程中网友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答。

随后，福晶科技、亿榕信息、
正孚软件等 5家鼓楼区重点单位
企业代表走进直播间，就企业发

展、岗位需求、薪酬待遇、职业规
划等，线上与学生进行互动。记
者了解到，5家企业共发布 274个
岗位，覆盖了光电、材料、软件开
发、计算机及销售等重点行业和
新兴产业。

福州人社求职招聘平台也开
辟了“好年华·聚福州”人才线上双
选会专区，并同步在线上发布岗
位、收简历投递、开展招聘对接。

“通过直播推介+线上平台互
动的形式，扩大了企业招聘宣传
的辐射范围，可以为企业招收来
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福建正
孚软件有限公司人资主管余婷婷
表示，福州推出的各项人才政策
也是企业吸引人才的强大助力。

值得一提的是，自 8 月 17 日
福州启动“好年华·聚福州”人才
线上双选会，推介福州市人才政
策实施细则后，一项项人才政策

正加速兑现。
我市在全国率先推出向高校

毕业生提供“第一份万元补贴”政
策，覆盖所有在榕就业创业且落户
的应届毕业生，每人给予1万元一
次性生活补贴。“截至目前，该补贴

已审核通过 865人，发放 329人。”
市人社局副局长高远忠表示。

此外，今年首批筹集安排了
7261套保障性住房，向万名以上
大学毕业生提供住房保障，包括
租住“一套房或一间房”和限价房

申购政策，各类毕业生在租赁期
前 2年可以享受 3折、5折优惠租
金，也可以7折申购小户型限价商
品房。

“好年华·聚福州”引才品牌
正在发挥“虹吸”效应。“我们通过
高校毕业生落地信息采集平台可
以看出，今年以来，来榕就业及求
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较去年
同期有显著增长。”高远忠表示，
在“好年华·聚福州”的品牌效应
下，福州引才聚才宣传有了很大
程度的提升，线上招聘会观看人
数也呈阶梯式增长。

记者了解到，为克服疫情带
来的影响，市人社部门从参加“好
年华·聚福州”社会实践的 140余
名知名高校硕、博士人才中选聘
26名“引才大使”，在各高校开展
活动，为在榕企业代收有来榕意
向的高校学生简历。

我为
群众 办实事办实事

“好年华·聚福州”区县直播带岗活动启动
鼓楼区企业专场率先亮相，共征集发布6053个岗位

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
11月1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谢薇）记者昨日从省教育
厅获悉，福建省 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 11月 1
日启动，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
阶段。

报考人员须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6 日
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eeafj.
cn）“数字服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
报名系统”，进行网上账号注册、报名和缴
费，逾期不予网上报名，并于 11月 6日至 10
日，持报名所需材料到本人所选择的确认
点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时，报考人员须
提交本人户口簿、有效居民身份证、学籍和
实际就读证明等相关报名材料原件和复印
件。

今年我省特别提出，将严防高中阶段学
校非毕业年级、高校在校生违规报考，严禁
不符合我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的人员报
名。另外，报名后至2022年7月1日前，将户
籍迁出我省或将高中阶段学校学籍转出我
省的，视为自行放弃我省普通高考的考试和
录取资格。

据悉，2022年，我省普通高考科目实行
“3+1+2”模式。艺术类、体育类考生须参加
专业省级统考。拟报考“强基计划”、高水平
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以及实行综合评价录取模
式院校和试点高校等的考生，还须按照教育
部、省招委会、省教育厅和有关高校的规定，
参加相应的文化和专业考试。

“e路守护”青少年网络
素养微课第二季上线

本报讯（记者 黄凌）13日，由市委网信
办主办、市教育局协办的“e路守护”青少年
网络素养微课第二季正式上线。

据悉，福州市“e路守护”青少年网络素
养微课，面向全市高校、中小学，以“网络安
全”为主题，推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范
不良价值取向》《警惕网络诈骗》《防范网络
沉迷》《远离不良信息》《反奸防谍，维护国家
安全》六节系列微课，每月安排一至两节课，
每节课时10分钟以内。课程通过名词解释、
现状描述、案例剖析、成长要点等模块，引导
青少年学习网络素养知识和技能，帮助青少
年提高网络道德意识，掌握网络安全防范知
识。

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市
“e路守护”青少年网络素养微课去年 11月
19日上线以来，取得良好社会反响。“e路守
护”青少年网络素养微课第二季，适龄范围
将由低龄拓展到大龄，主题将由“网络防沉
迷”延伸至“网络安全”。通过制作六节相
关网络素养微课件，增强青少年科学、文明、
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

反食品浪费政策
宣贯“云课堂”明日上线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为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
指示精神，抓好反食品浪费法的宣传贯彻，
推动公共机构干部职工养成爱粮节粮的行
为习惯，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司决定
以第 41个世界粮食日为契机，于 15日组织
开展公共机构反食品浪费政策宣贯“云课
堂”活动。

据悉，授课时间为15日上午9时至11时
30分，课程内容包括“我国粮食安全国情教
育”和“反食品浪费法的制定和主要内容”，分
别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
员成升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
副处长卢家婧讲授。广大公共机构干部职工
可进入清华大学微信视频号、雨课堂、全国公
共机构节能管理网络课堂参与“云课堂”活
动。

乌龙江上街段，整治后的无人岛焕然一新。邓高波摄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陈晶晶 陈宏威 李晓玲）记者昨
日从市道运中心获悉，今年以来，
我市着力推进公共交通适老化服
务，推出语音报站外放、增加全平
低地板公交、开通出租车电召服
务热线等举措，营造老年友好型
出行环境。

以前，很多老人在站台等车，
因为视力不佳，容易错过公交车，
视障人士更是不敢独自坐公交。
市道运中心从细节处着手对公交
进行无障碍改造，车辆到达中途
站后，到站语音播报可以外放，在
站台的老年乘客可通过语音了解
到站公交线路信息。

10月12日，14辆公交车在福
州盛辉检测站有序排队检测，这
是福州康驰公交最新购置的一级
踏步公交车辆，车内从前到后为
全平的低地板，通道宽达85厘米，
轮椅、婴儿车都可无障碍通过。

普通的公交车，不仅车门处
有台阶，到车厢后部还有多级台

阶，后车厢空间局促。全平低地
板公交车前后平坦无阻，而且重
心更低，乘坐环境更舒适，目前公
交企业正广泛购置此类公交车。

9月28日，市道运中心推动设
立95128出租车电召服务热线，解
决老年乘客“数字出行”难题，至今
已为老年人服务近百趟次。

除了上述几项举措，网约车平
台开发老年版APP、公交开展“关
爱老人五步走”活动，爱心出租车
常年免费搭载70岁以上老人等助
老活动都为老年人出行铺筑坦途。

目前，福州本市 65岁以上老
年人凭借敬老卡可免费乘坐福州
市区公交，在非高峰期，还可享受
免费乘坐福州地铁优待。今年以
来，福州共发放 3172张敬老卡，
刷卡量达4204.34万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老年人公共交通出行服务，着力解
决老年人出行不便难题，持续提升
交通运输行业适老化服务水平。”
市道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语音报站外放
增加全平低地板公交

我市多举措推进公共交通适老化服务

鼓楼企业介绍相关情况鼓楼企业介绍相关情况。。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晗摄林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