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以
机关效能建设为抓手，认真开展

“转作风、强服务、办实事”活动，提
升服务效能，有效解决企业和群众
涉及不动产登记抵押的“急难愁
盼”民生问题。

加速群众圆“安居梦”，市不动
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多措并举加快
安置房办证速度。在业务上做减
法，采取“增设窗口，优先受理、延
时服务、加班审核”方式，加快窗口
办理速度，减少群众等待时间。在
服务百姓上做加法，将办证窗口前
移到群众“家门口”，开创“一站式”
安置房批量办证新模式，实现征收
实施单位领取材料、不动产中心申

请办证、住宅维修资金容缺受理等
“家门口”便捷式服务。

同时，该中心印制《福州市安
置房办证指引汇编》，并通过官网
和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渠道广泛宣
传，引导安置户及时申请办证。现
在仅需 3个工作日，群众就可办结
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手续并领证，提
升了办事效能，有效地解决了安置
房办证慢、办证难问题，将群众困
难解决在“家门口”。

今年以来，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已为杨桥新苑、江厦小区、
茶园新苑、螺洲新城等13个安置房
项目办证 250多份，实现了办证高
效率、无差错、零投诉。加快安置
房办证速度之外，市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还加快推进抵押权登记
类业务“跨省通办”。

过去，小贷公司、典当行、个
人、外地金融机构等这些未实现与
不动产登记机构信息系统直连的
申请人要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需
要跑实体办事大厅两趟以上。为
此，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通过
信息系统改造升级、办事流程优
化，开通了网上申请四星级服务渠
道。现在，
未实现系统
直连的单位
及个人办理
上述业务，
只需“跑一
次”。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见
习记者 严鑫 通讯员 贾媛颖）
12日，在省肿瘤医院，闽北小伙
冯涛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为 4岁的陌生女孩送去生的
希望，成为我市第 82例、我省第
315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冯涛乐观开朗、乐于助人，是
一名退役军人。服役期间，他常
去献血。在一次献血时，看到关
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后，冯
涛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华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由于这个概率
非常低，如果可以捐献，那真是太
有缘分了。”想到能够为陌生的有
缘人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冯涛
非常激动。

“今年7月，电话那头的工作
人员告诉我配型成功，第一感觉
就是激动，太不可思议了。”冯涛
说。

9 月下旬，刚刚考录到福建
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
辅导员的冯涛，还没来得及到学
校上岗，就先来医院“报到”了，接
受相关检查。“工作可以等，救人
不能等，这就是缘分，学校领导也
很支持我，专门给我放了几天
假。”冯涛说。

造血干细胞具有高度自我更
新、自我复制和再生能力，捐献造
血干细胞无损健康。省市红会倡
导和呼吁更多适龄人群加入造血
干细胞捐献队伍，聚集社会正能
量，引领时代新风尚。

“救人不能等，这就是缘分！”
退役小伙成我市第8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巧用“加减法”办证快又好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提升服务效能，助力群众圆“安居梦”

本报记者 冯雪珠

近日，市审计局
对某镇领导干部开展
经济责任审计时发

现，2008年至2019年7月，该镇下属两家单位
违规使用自制收款收据收取摊位费、水电费、
消防监控费、占道费、广告牌费等行政事业性
收费共8884.22万元，分别存入两家单位出纳
个人的7张储蓄卡，未及时上缴入账，最长延
压 7个月才上缴入账，这期间部分公款被挪
用于个人投资理财、个人消费及出借他人使
用，已形成公款侵占，涉嫌违法挪用资金。

市审计局根据相关规定，将该线索移送
至市纪委监委进一步核实查处。目前纪委监
委已将一名工作人员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工作人员因犯挪用公款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没收犯罪所得2.85
万元。纪委监委还对涉事单位领导进行诫勉
谈话。

案例点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八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
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
十条规定，对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
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对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处罚的，移
送有关主管机关；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一工作人员挪用公款获刑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林恒

综合 3■编辑:胡一晟 美编:李海燕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本报讯（记者 冯雪珠）13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我
省将分类推进“双一流”建设，推
动福州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争创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

为构建集群创新开放多元的
高等教育体系，我省将重点实施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水
平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水平应
用型高校建设、研究生教育扩容
提质四项计划。在研究生教育扩
容提质方面，将加大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培育力度，力争“十四
五”期间，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增长
20%左右、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实现
各设区市全覆盖。

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上，我省将聚焦区域均衡，力争
到 2023年，10个左右有条件的县
（市、区）率先开展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创建工作，到 2025年创
建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聚焦典
型带动，培育认定300所左右省级
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校，带动区域
教育改革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省在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上，将围绕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提出重点实施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计划、省级高水平职业院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
能力提升计划等 9大提质培优项
目。同时立足优势和特色，围绕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推动闽
台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
课程建设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合作。

目前我省教职工总数已经达
到65.1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1.4万

人，规模逐年扩大，与2016年相比
专 任 教 师 增 加 5.6 万 人 ，增 长
12.3%，有力保障了我省教育改革
发展。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上，我
省将实施中小学名优教师（校长）
培育工程、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
计划、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引育三
大工程，同时加强“四项保障”，在
编制、配置、待遇、地位等四个方面
下功夫，进一步激发队伍活力。

我省将分类推进“双一流”建设

推动福州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雪 通讯
员 彭季红）垂直“赛道”、彩虹“阶
梯”、黑白“琴键”，还有曼巴篮球
场……日前，位于高新区旗山大
道旁的“师大潮街”完成了外立面
彩绘及部分场地建设，将于年底
开街。该街区为福州大学城首个
潮玩街区。

师大潮街位于高新区旗山大
道与学园路的交叉口，与福建师
范大学仅一街之隔。目前，四座
建筑都已披上“彩装”，每座建筑
的四个立面都绘上了动感现代的
图案，充满青春气息。

潮街入口处，一处由集装箱
和滑板组成的“打卡点”分外醒
目。大门右侧的“彩虹停车场”
内，车位地面用彩色沥青交错铺
设设计，通过画线实现人车分离，
确保行人安全。

据了解，该商业体占地约3.5
万平方米，分为4个区域，分别是
提供滑板、街舞、音乐节等潮流活
动的街头文化区，为大学社群提
供“餐饮+社交聚会”的多功能社
交餐饮聚集区，大学社区聚会、玩

桌游、物物交换所需的休闲娱乐
区，以及为周边居民提供便利和
欢乐的生活区。

“作为大学城配套的核心商
业体及首个潮玩街区，项目设计
面向青年群体，整体外观选取当
下流行的艺术形式，满足年轻人
追求个性的需求。”该项目相关负
责人称，主体建筑内将引入网红
餐饮，主街一侧将设置阳光玻璃
屋作为文创市集，供年轻人展示
售卖作品。

根据规划，街区的街头篮球场
将以“曼巴”为主题，另一处场地将
打造成滑板运动场，供年轻人活动
使用。该街区后续还将开辟年轻
人共享创业空间、汽车后备厢市
集、纯开放式露天场地等，为有梦
想的创业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平台。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高新区开展“九个一批”综合提
升工作的内容之一，师大潮街将
打造成为安全健康、环境优美、设
施完善、管理有序的街区，改善人
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助力加快
建设一流大学城。

大学城首个潮玩街区披“彩装”
“师大潮街”年底开街

师大潮街建筑外立面披“彩装”。（高新区供图）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对不少
在榕台胞来说是段难得的欢聚时
光。“往年放假，大家不是回台湾，
就是去各地旅游。今年大家都在
福州，活动丰富又精彩。”市台协会
常务副会长蒋佩琪说，这个假期让
大家的脚步慢了下来，也让大家细
细品味福州这座城市的美好。

关键词：电影
10月 6日晚上 7点半，在市台

协会的组织下，十几名在榕台胞来
到仓山一家影城，共同观看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

“好几年没去影院看电影了，
这次我和太太一起参加观影活
动。电影充满正能量，我们好几次
感动得快要落泪。”台胞李尚儒说，
外公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自
己从小就听外公讲抗战故事，这次
看到电影里的战争场面，仿佛看到
了外公当年和侵略者奋勇拼杀的

情景。
在李尚儒看来，正因为有先辈

们的牺牲奉献，才有今天的和平时
代与幸福生活，“只有国家强大了，
才能避免外来侵略。两岸同根同
源，身为台湾人，我们应当责无旁
贷做好两岸和平使者，扎根祖国，
共同发展。”

李尚儒来自台湾南投，但对他
来说，大陆就是故乡。从2004年至
今，他先后到过天津、云南、福建。

“这一路走来，见证了祖国大陆飞
速发展，觉得福州最有人情味。”李
尚儒认为，在福州，人跟人之间的
交流非常融洽，相关部门对台胞的
生活和工作也十分关心与支持，他
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关键词：咖啡
这个长假，台湾青年郭屹凡创

办的“拎咖啡”第二家门店在上下

杭开业，不仅吸引了众多顾客，也
让在榕台胞有了新的“会客厅”。

“这个长假一天都没闲下来，
从 1号试营业以来，每天的订单量
至少是首店的两倍。”郭屹凡说，
这些天他每天早上 7点多出门，虽
然常常忙到深夜，但一点不觉得
累，他十分看好福州的咖啡市
场。一些台胞得知新店开业，也
前来捧场，大家在聚在一起，喝咖
啡，聊天，有的还碰撞出了业务和
生意的“火花”，假期过得悠闲又
充实。

“90 后”郭屹凡来自台湾台
中。两年前，他创办了“拎咖啡”品
牌，第一家门店开在朱紫坊。去年
疫情期间，他主动向全市各大医院
送出了 15 批次“暖心咖啡”，总计
1000多杯，为医护人员捎去了温暖
和感恩之情。

关键词：“聊天”
说起自己的长假，市台协会常

务副会长蒋佩琪说：“哪里都没去，
就和一些台商朋友在‘聊天’。”身
为温泉高尔夫球场的“掌门人”和
省“三八红旗手”，蒋佩琪的生活不

同于一般女性，她也深知自己肩负
的使命。

由于疫情原因，这个假期很多
台胞没回台湾，也没外出旅游，在
蒋佩琪的召集下，一些在榕台资企
业负责人欢聚一堂，针对台胞台企
如何发展纷纷出谋划策。其中包
括食品餐饮业的翁财记、白粥聚，
金融业的富邦财险、永达理保险福
建分公司，文化传媒业的艾伦网
络、六享文化等公司负责人。

“希望能为台胞台企提供一个
‘学习型’‘发展型’的平台，让大家
不仅能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还能
寻求实实在在的融入与发展，整合
两岸资源，共同发展，互惠互利。”
蒋佩琪说，经过探讨和沟通，大家
计划今后可以开展一些常态化企
业互访活动，整合资源，打通上下
游产业链，还将邀请知名企业家和
专家教授分享经验、教学授课，让
企业负责人在家门口就能及时“充
电”，提升自我。

两岸是一家，有福同分享。“未
来的这些惠企活动，不仅限于台资
企业，我们还打算逐步面向福州乃
至所有大陆企业。”蒋佩琪说。

过个别样的长假 ——在榕台胞的花样假期
本报记者 张笑雪

郭屹凡的咖啡厅一早就开门郭屹凡的咖啡厅一早就开门。（。（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仓山推进
政银企共同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晗 通讯员 仓萱）昨日，
仓山区召开2021年政银企发展大会，进一步
推进政银企共同繁荣发展。仓山区领导、各
镇（街）和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重点企业和
银行代表共180余人参加。

作为“东进南下”战略的重要承载区，仓
山在福州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已成
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不可或缺的城
区。当前，仓山区加快打造“1+2+6”的都市
型产业体系，建设创新经济中心，奋力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先行示范区。“下一
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聚焦现代化、国际化的奋斗目标，着力
打造‘创新经济中心、海丝文化高地、幸福之
城样板’，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先行示范
区，为企业界、金融界朋友提供更加优质的创
新创业、投资发展环境。”仓山区委主要领导
表示，将加强政银企沟通对接，共建投融资平
台，鼓励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强投融
资服务和辅导，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会上，发言的企业家表示将继续扩大投
资，实现共赢。各银行代表表示，将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扩大金融业务广度，为区域内企业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闽侯竹岐乡
拆除一处违建

近日，闽侯县竹岐乡组织执法队伍，雇用
一部大型钩机，对榕西村正阳田园外小区内
一处违法建设强制拆除。该违建为一层地基
结构，侵占小区公共用地153平方米。竹岐
乡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贯彻落实闽侯县

“新违建、零容忍”工作要求，加大巡查力度，
坚决打击新增违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通讯员 林志锋摄

福州港江阴港区再建1个
重点项目配套码头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谢雄）福
州港江阴港区将再建 1 个重点项目配套码
头。记者昨日获悉，省发改委近日批复核准
福州港江阴港区壁头作业区 13#码头 13A、
13B、13C 号泊位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92923万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福清江阴
港城经济区万华化学福建产业园液体散货水
路运输需求，促进临港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

该 13#码头为液体化工码头。其中，新
建 13A号 5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可同时满
足 1艘 1万吨级船舶和 1艘 5000吨级船舶靠
泊；13B号 5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可同时满
足 2艘 1万吨级船舶靠泊；13C号 1万GT液
化烃泊位以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
力 410万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高桩
码头及引桥等水工建筑物、港池停泊和回旋
水域以及装卸工艺设备购置安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