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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遗失声明、房产声明收
费标准：按照标题60元/行（8字
以内），正文30元/行（13字以内）
收取，不足13个字，按1行收取。

登报地址：鼓楼区小柳路
85号2楼福州日报广告刊登处

热线电话：0591-83721111

停电
通知

尊敬的客户：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市政工程等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做好
准备。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
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
辖区

仓山区

台江区

晋安区

马尾区

高新区

鼓楼区

停电时间

10月21日6:30-18:30

10月21日9:30-15:30
10月21日9:30-19:30
10月21日9:15-13:45

10月21日6:15-15:45

10月21日8:15-18:30
10月21日9:00-13:00
10月21日7:30-17:30
10月21日6:00-17:00
10月21日6:00-17:00

10月21日6:30-16:00
10月21日7:30-14:00
10月21日9:30-16:00

线路名称

建新变623金山工业区

浦上变675浦榕线

城门变654浦口 I回
仁德变656上海Ⅱ

福飞变614厦坊线

桂湖变914弥高线
秀山变635南平线
后水变612前锋线
上街变电站614福大Ⅰ回614
上街变电站618榕西线618

建平变财富Ⅰ回681
桐南变961水西林线
通湖变617湖滨线

停电范围
【仓山区】福建庆福户外用品科技有限公司（专）、福建省宝诺医药有限公司
（专）、福州远成文具礼品有限公司（专）、福州锦星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专）、
福州天虹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福州星源电器有限公司（专）、福建柏盛日用
品有限公司（专）、福州尚飞制衣有限公司（专）、福州福赛特光学仪器有限
公司（专）、福州博洋箱包有限公司（专）、福州天虹电脑科技有限公司（专）、
福州榕杰塑胶有限公司（专）、科瑞特纸业（专）
【仓山区】浦上大道 272号仓山万达广场B区B3、B8座的用户、B区B1、B2号
局部店面、电梯和消防等
【仓山区】浦口村11片区用户、浦口村2片区用户
【台江区】白马中路上海新苑1座用户、1、4座电梯及公共设施等
【晋安区】新店村 21片区用户、新城卓越公馆施工（专）、建发集团厦坊村 43
号地安置型项目（新店镇厦坊村委会厦坊路西侧龙头路东侧坂中路南侧）
（专），其中以下范围 6:15~7:00短时断电：战坂路 729号合信北郡、龙头路
359号香山时代花园
【晋安区】降虎村4片区用户
【晋安区】福飞路福盛花园局部店面等
【马尾区】红星村3片区用户
【高新区】国宾大道233号博仕后家园B区4~6座用户及公共设施等
【高新区】沙堤村利民片区用户、闽侯县东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专）、沙堤
空埕 2片区用户、福州恒晟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专）、邱阳河利民片区用户
（专）、沙堤空埕1片区用户
【高新区】正荣财富中心（专）、博仕后悦府，其中以下范围 6:30~7:30，14:00~
16:00短时断电：上街镇马保村委会（正荣财富中心）
【高新区】晨铭五金有限公司（专）、福州长征珠宝有限公司（专）
【鼓楼区】西洪路银湖花园1~4座的用户、水泵及小区局部公共设施等

公 告 栏公 告 栏
遗失声明

本人王行平，遗失福州市仓
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开
具的一张收款收据，金额:玖万
捌仟柒佰柒拾壹元柒角陆分
元，现声明作废，如有异议者请
在 15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
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王行平
兰家钦、兰雪英夫妇遗失其
子兰景奕出生医学证明 1本，出
生日期 2020年 4月 21日，号码
T350588381，声明作废。
●欧世洋（康桥新苑B区 18#楼
412单元）遗失福州市宏榕房屋
征 收 工 程 公 司 开 具 收 据
NO.0733463，声明作废。
●福州市仓山区秋官朗鱼丸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照编号：JY23501040162122，现
声明作废。
▲施建华遗失福清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泰禾
华侨城 9#楼 901单元的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联(第一
联），发票代码:235001192040，
发票号码:00888480，开票日期:
2012年1月13日，退款金额:393
元，特此声明。
●闽侯县南通镇泽洋村经济合
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
名称：闽侯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泽苗分社，账号：9010314020
010990111044，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910004471202，编号：
3910-00193172，声明作废。
●蔡华星不慎遗失福州市台江
区房地产拆迁工程处开具的鹤
林新城 28#楼 210 单元的收款
收据 1张，号码：0001232，金额：
154508元，现特此声明。
☆☆更正声明：刊登于本报 2020
年 12月 24日 7版公告栏欧财康
声明中 3处声明人欧财康处应
增加一人杨碧英，特此声明。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晋安区益
凤村白塔垅 13号，总建筑面积
79.56㎡ ，未 办 理 产 权 登 记 。
2016年列入福州市晋安区益凤
地块项目征收范围，由福州市
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实施征
收补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本
人欧世洋所有，经公示无异议
并具结，由本人作为征收补偿
协议的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并办理征收补偿安
置，现安置房位于晋安区新店
镇西庄路 113 号康桥新苑 (二
区)(金城安置房 B区)18#楼 412
单元。本人声明，以上情况属
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本人
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保
证以上被征收房屋无任何纠纷
争议等，今后若因原房权属、征
收补偿安置、安置房归属等引
起异议与纠纷均由本人承担一
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
有权直接解除安置协议、收回安
置房、追还已领取各项补偿款
等，并追偿造成所有损失。对该
声明有异议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向拆迁单位并提出提交证
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本
人办理权属登记。该声明期满
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
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
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欧世洋
●声明：陈威房屋坐落在福州
市仓山区城门镇洋坑村洋坑，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因马尾大
桥及其接线工程（仓山段）项目
2016年由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
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拆迁安置在
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华龙路 3
号（原螺洲路西侧）螺洲新城
（三区）8号楼 3103单元。现由
陈威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
登记，如有异议者请于 30天内
持有效证件向征收公司提出，
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陈威●声明：叶成端的房屋坐落在
福州市晋安区象园街道双坂社
区秀坂村 158号，原房屋产权未
登记。2014年由福州地源房屋
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福州市
晋安区尚东区熙悦锦城 1#楼2401单元、1#楼 112单元，现由
叶成端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

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日
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委会
（社区）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叶成端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直街,该房
屋总建筑面积 125.25㎡，未办
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房
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
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州
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补
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叶东巧
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由
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手
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台江
区鳌峰街道鳌祥路 139号鳌祥
佳园［福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
整治工程安置房一期北地块
（地块一）］8#楼 102单元 。本
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
假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所有
经济与法律责任。现由本人叶
东巧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征
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今
后若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安
置、安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议
与纠纷，均由本人叶东巧自行
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
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追
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并
追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
对上述本人声明有异议的，可
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
置房权属登记手续。该声明期
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
方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诉讼解
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
的生效判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叶东巧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直街,该
房屋总建筑面积 168.3㎡，未办
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房
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
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州
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补
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叶东冰
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由

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手
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台江
区鳌峰街道鳌祥路 139号鳌祥
佳园［福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
整治工程安置房一期北地块
（地块一）］10#楼 207单元 。本
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
假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所有
经济与法律责任。现由本人叶
东冰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征
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今
后若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安
置、安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议
与纠纷，均由本人叶东冰自行
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
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追还
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并追

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对
上述本人声明有异议的，可在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
置房权属登记手续。该声明期
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
方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诉讼解
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
的生效判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叶东冰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
晋安区鼓山镇横屿村直街,该房
屋总建筑面积 167.88㎡，未办
理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该房
屋列入晋安新城鹤林片区横屿
组团项目征收范围，并由福州
市房屋征收工程处实施征收补
偿安置。上述房屋确系陈孔雪
所有，经公示无异议并具结，由

本人作为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手
续，现安置房位于福州市台江
区鳌峰街道鳌祥路 139号鳌祥
佳园［福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
整治工程安置房一期北地块
（地块一）］9#楼 102单元 。本
人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
假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所有
经济与法律责任。现由本人陈
孔雪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事宜，本人保证以上被征
收房屋无任何纠纷争议等，今
后若因原房权属、征收补偿安
置、安置房归属等引起的异议
与纠纷，均由本人陈孔雪自行
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
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收回安置房、追还
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等，并追

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对
上述本人声明有异议的，可在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房屋征收工程处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
置房权属登记手续。该声明期
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
方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诉讼解
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
的生效判决。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孔雪

（上接1版）

服务“心贴心”
企业“扎下根”

“没有你们的牵线搭桥和全力支
持，我们的碳化硅生产线很可能得停
产！”不久前，福州高意党委书记王劲
生带着工作人员来到晋安区工信局，
特地送上了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原来，今年上半年，高意第三代
半导体碳化硅项目生产线试投产，
在大规模采购抛光液原料时，遇到
了麻烦。“两地政策不一致，我们被
夹在中间，真是束手无策。”

正当大家心急如焚时，晋安区
工信局局长林孝信带着“千名干部
进千企”专项行动服务队来了。“这
次来不为别的，就是专门找问题，解
决问题的。”听到这句话，王劲生将
揪心事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企业的事，就是我们自家的
事！”晋安区工信局当即启动“一企
一议”，将问题反映到了省工信厅的

“政企直通车”。
第二天，一场协调会就在省里

召开。经多部门会商，出具了说明
函，特事特办，一些手续也很快办
妥。在大家的翘首企盼中，进口抛

光液终于从上海运抵福州，碳化硅
生产线得以大规模投产。

要让企业在福州立住脚、留住
心、扎下根，除了想企业之所想，急
企业之所急，福州的最强“服务团”
更是变被动“等问题”为主动“找难
题”，“零距离”当好企业“贴心人”。

面对福州软件园入驻企业不断
增加，企业员工尤其是外来员工子
女转学入学需求量逐渐增多的现实
问题，一场帮企业留住人才的“教育
升级”全面展开。

“新幼儿园离公司很近，步行只
要几分钟，非常方便！”今年秋季新学
期，在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的王城强给孩子办好了转学手续，
他和妻子的心头大事迎刃而解。

王城强口中的幼儿园，便是9月
正式开园的旗汛口幼儿园教育集团
软件园教学点。作为园区标准化建
设生活配套项目之一，该教学点一
期使用面积超 2000平方米，还从鼓
楼区公办园抽调了多位业务骨干担
任教学园长、带班老师，为园区企业
职工服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同时，
考虑企业职工的实际需求，放学时
间延长至18时。

“职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特别是

优质幼儿园的入学问题，一直是我们
的困扰。”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对新幼儿园的投用竖
起了大拇指，他说，教学点开班以来，
公司职工的适龄子女已顺利入学，员
工的工作也更安心了。

大到项目的生产经营、产品的
市场销路，小到员工的子女就学、企
业的服务配套……全市各级各部门
当起了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有呼
必应、无事不扰，用贴心真诚的服务
构筑起了优良的营商环境，让企业
的发展安心舒心顺心。

服务“实打实”
满池春水活

建设单位干劲满满，项目推进
势如破竹；投资企业信心十足，生产
发展欣欣向荣……不断叠加的“政
策红包”好似一道道“主菜”“硬菜”，
让“服务潮”激情迸发。

激发制造业企业前行活力，向
“优”奋进，热情与担当为项目护航
——

“企业增产情况怎样？”“有没有
资金缺口？”眼下，新大陆正参与全
省首个专利与标准融合机制创新试
点建设，为了解企业需求，马尾区干

部现场走访，一个个问题问得细致、
问到关键。

这是马尾在“攻坚 120天”专项
行动中，创新推出的“十问三解决”
机制，通过询问基本规模、产业链
条、生产经营等十个关键问题精准
把脉，借力层层递进式的“三解决”
路径迅速落实解决，“马上就办”的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提升制造业企业竞争力，向
“强”求索，真金白银打造福州制造
“冠军”——

福州把“单项冠军”培育作为制
造强市建设的重要实现路径，加强
对企业的申报辅导和奖励力度，在
省里奖励基础上，再分别给予 50万
元和 25万元奖励，现已兑现奖励资
金近3000万元，马尾、福清等县（市）
区也在此基础上再给予配套奖励。
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 10家、省级 62家，总量居全省
首位。

同时，通过“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培育工作，筛选出一批潜在的后
备冠军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全市
现已培育入库企业 2013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0家，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0家，总量居

全省第一，冠军“苗子”充足。
培育制造产业生命力，向“大”

问道，政策叠加建设福州特色集群
——

深入实施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
程，我市出台《培育龙头企业工作方
案及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从领导
挂钩服务、一企一议、培育龙头品牌
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扶持，不断培育
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各县（市）区也为本土制造业集
群“量身制定”高质量发展突破行动
计划。

闽侯县制定出台《中国东南汽
车城建设行动纲要》，生成 173个项
目，总投资 503亿元，坚持园区标准
化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现代特色汽
车小镇；

长乐实施数字经济赋能先进制
造业、用工业互联网打通产业链供
应链操作链等专项行动，该区纺织
全行业产值突破2200亿元……

蓝图就是考卷，唯“实”方可破
题。迈进“十四五”新征程，朝着加
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奋斗目
标，福州将用更肥沃的“土壤”与更
强劲的“磁场”，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夯基垒台。

播撒“阳光雨露”厚植发展沃土

2028年前台美“建交”？

国台办：白日梦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石

龙洪 陈舒 刘欢）台当局立法机构负责
人近日受访时称，“2028年前可达成台
美‘建交’目标”。有岛内网友讽刺说，

“又在做白日梦”“欺骗人民”。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 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应询指出，“这就是白日梦。他把这个梦
带进棺材里也实现不了。”

马晓光应询时还强调，台湾问题是
中国的内政，也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
敏感的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
国是有承诺的，美国应切实恪守这个承
诺，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更不要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以免进
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
定。

有记者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1
日称，将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作交
流，有分析认为，这代表日方有意与台
强化关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马晓
光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
一贯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
区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我们希
望日本新政府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精神和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
问题。

在应询回答民进党当局与索马里兰
互设所谓“代表处”，长期向索马里兰有
关政客以及家族提供巨额贿赂有关问题
时，马晓光指出，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一
直到今天的民进党当局，从来都没有停
止过“金钱外交”。近一段时期，他们为
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变本加厉
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法，这都是
众所周知的事情。

公安部：

10月20日起新增110个
城市启用电子驾驶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记者
任沁沁）记者 13 日从公安部获悉，自
今年 10 月 20 日起，在全国第一批推广
应用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公安交管
便利措施将在太原、沈阳、哈尔滨等
110 个城市第二批推广应用。第二批
110 个推广应用城市将自 10 月 20 日
至 26 日错峰上线电子驾驶证申领功
能，驾驶人可以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
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下一步，公安部将
加快驾驶证电子化全国范围内推广
应用。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 28 个城市启用，已有 1600 多万
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
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可以在办理交管
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
以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
等社会应用场景。

近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开展
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学习宣传活动，2 个先进集体和 17
个先进个人获此殊荣。

一朝入伍，军魂永驻。他们虽
告别军旅，但不忘为民初心、不改军
人本色，在各行各业奋发有为，始终
战斗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抗击疫情
永葆“为民服务”本色

“2003年，你出征北京抗击‘非
典’；2020年，你出征武汉……加油，
妈妈！”重温女儿这条信息，退役军
人、西安大兴医院质控科主任刘维
眼角湿润，思绪被拉回到一年多前。

2020年新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刘维第一时间写下
请战书，奔赴抗疫一线，成为陕西省
41家医院护士的“临时护士长”。

刘维 16 岁考入军校护理系，
2003年作为消化内科护士参与抗击
非典疫情。17年后，已经脱下军装
的她再次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

前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若有战、
召必回”的铮铮誓言。

这也是所有退役军人对党和人
民的庄严承诺。

1993年退役的孟金霞，现为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巾帼家政服务
协会会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孟金霞通过朋友
圈、微信群组建起了两支突击队：由
54名退役军人组成的抗疫突击队，
以及巾帼家政服务协会工作人员组
建的家政服务队。

两队人马，一个使命。登记外
来人员、排查外来车辆……在孟金
霞带领下，他们辛勤奔走在呼伦贝
尔市海拉尔区多个办事处和社区，
为基层防疫作出了贡献。

2010年退役的衡飞来自天津，
他从学习修鞋、洗鞋开始创业，创办
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先后成为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第十四届全
运会洗衣服务商。

在疫情期间，衡飞组织公司员
工24小时为公安干警提供警服的消
毒杀菌服务并免费发放洗衣券，还

为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免费进
行全方位衣物杀菌和清洗服务。

“退役了也要保持为民服务本
色，就是洗衣服也要比别人做得更
好、更贴心。”衡飞说。

扎根基层
带领乡村百姓致富

“只要庆峰到地头，桃子丰收有
盼头！”在退役军人、辽宁边检总站
丹东边境管理支队大江口边境派出
所政治教导员李庆峰负责的河口
村，村民们这样说。

早些年，一些村民认为种桃周
期长、投入大，想砍了桃树，是李庆
峰请来果树专家，并协调地方政府
下拨专项资金，为果农购置农药、肥
料和种植器具。

如今，来河口村赏桃花、买桃
子、体验农家乐的人多了起来，村民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桃树成了村
民的“摇钱树”。

河口村今天的光景，源于李庆
峰 10 余年对当地的深入走访和了
解。“家有山地的村民可以发展什么

产业，家有渔船的怎么进一步致富
……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才知道
下一步怎么干。”李庆峰说。

安徽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埇桥
综合实验站站长王敏退役 26年来，
坚守农业战线，探索秸秆全量还田
技术，在安徽全省推广，仅2016年至
2018年累计节约成本 7419万元；他
普及冬小麦精量播种技术，播种面
积达240万亩，为农民节约耕种成本
近9000万元。

在广西博白县凤山镇峨嵋村，退
役军人李春燕创业成功后回到家乡
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带
领村民种植银妃李、青柚等水果，将该
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果园村。她推
动村里参与县农村改革试点，带领村
民以土地经营权形式入股合作社参
与分红，成功带动村民创业致富。

立足本职
平凡岗位续写精彩人生

3年，将区域内1467公里输电线
路牢记于心；23年，巡维路程超30万
公里……脱下军装，穿上工装，在南

方电网贵州兴义供电局工作23年的
龙福刚常说：“要把军人的精气神带到
工作岗位上，时刻胸怀责任与担当。”

从业以来，龙福刚以军人的坚
韧和执着，带领班员开展了500余次
高压输电线路带电检修，连续 8400
余天带电作业“零差错”“零事故”。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
龙吉克·卡德尔是新疆喀什地

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义务
护边员，2008年退役后主动放弃留
在大城市的机会回到家乡，沿着爷
爷、大伯、父亲的足迹，担负起护佑
一方百姓的责任。

在广东省珠海市淇澳—担杆岛
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刘清伟从部队
退役后便来到这里，一待就是 32
年。他履职尽责，多次冒着生命危
险守护珍稀植物，和队友们先后抓
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
罗汉松、黄杨等珍贵植物2000多株，
为国家挽回上亿元经济损失。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这些退役
军人，无愧“最美”称号。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战斗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走近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上）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高蕾 张汨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