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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福州国际友城文化节
对话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22 日下午，作为
2022 年福州国际友城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之
一，
“城市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对话会
以“云对话”形式展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
《闽都文化》执行主编
黄文山与来自日本那霸市、波兰科沙林市、肯
尼亚蒙巴萨郡、俄罗斯鄂木斯克市、韩国光阳
市的专家学者在线进行文化案例分享，并就
如何促进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展开讨论。
会上，蒙巴萨郡政府文化办公室主任艾
莎·阿布巴卡分享了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之间紧密的联系。鄂木斯克市政府文化局常
务副局长艾琳娜·阿克申什科介绍了鄂木斯
克的多民族特色以及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
光阳市文化城市项目组总监朴时勋表示光阳
致力于发展文化城市建设项目，将以文化多
样性为基础，打造开放合作的国际文化商贸
之城。那霸市文化遗产课担当副参事外间政
明说，
那霸作为冲绳县的中心城市，
拥有首里
城等文化名片，期待未来在保护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沙林市政府文化
社会部专家娜塔丽亚·苏丽马介绍了以市民
为中心的科沙林文化，并描绘了科沙林市的
文化发展目标。
对话会上，各友城代表交流多样城市文
化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对话会外，
丰富精彩的
图片展则让人更加生动地体会城市多元文化
的魅力。19 个城市和地区选送的 138 幅特色
文化作品通过线下展和线上 VR 展厅逐一呈
现，VR 展厅还设置有声明信片、写福字等互
动方式，
展现“福”
文化独特魅力。

全国低碳日
福建主场活动在榕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雪）22 日上午，2022
年全国低碳日福建主场活动在福州晋安湖公
园举行，
省市近 30 家单位参与活动。
今年低碳日的主题是“落实‘双碳’
行动，
共建美丽家园”
。围绕主题，
活动开设了绿色
健步走、垃圾分类、废弃纸袋大变身等系列环
节，引导市民在互动参与中将绿色低碳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响应“零碳办会”，本次活动鼓励参会
者以绿色方式出行，并将活动产生的 2.53 吨
温室气体，通过企业捐赠的碳排放权交易配
额进行抵消，
有效实现碳中和。
此次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
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
市生态环境局、
晋安区人民政府承办。

福州在全国率先实施海事政务
“办不成事”兜底服务机制

办结 12 件
群众满意率 100%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记者从昨天下午
我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福州海事局
对标“强省会”战略，出台了海事服务强省会
战略 36 项措施，并在全国率先实施海事政务
“办不成事”
兜底服务机制。
福州海事局执法督察处副处长黄莉介
绍，
“办不成事”
兜底服务机制，
是指以解决问
题、响应诉求为导向，
通过设立“办不成事”
服
务窗口，专窗对外接待企业、群众反映“办不
成事”
“不顺利办成事”的问题，让企业、群众
尽量“办成事”
“好办事”。今年 4 月实施该服
务机制以来，共接待相对人 10 人次，办结 12
件，
群众满意率 100%。

福州肉燕入选中国
地标美食早茶早餐类名录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记者近日获悉，
福
州肉燕入选 2022 中国地标美食早茶早餐类
名录。该名录中，21 座城市的 23 道早茶早餐
类美食上榜。
据悉，
为推动早茶（早餐）地标美食建设，
助力地标美食品牌升级，中国饭店协会经过
严格的评审程序，首次对外推出了 2022 中国
地标美食早茶早餐类名录。
“通过打造地标美食，
加强福州肉燕等地
方美食品牌建设，
能够更好地促进消费，
带动
旅游市场，
弘扬福州肉燕文化，
推动餐饮产业
链发展。
”
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说。

福州数字内容产业园开园
50 余家企业入驻

本报讯（记者 朱榕 实习生
宋 亦 敏 通 讯 员 赵 辉 吕 兆 伟）
“3、2、1，启动！”22 日上午，随着领
导嘉宾共同触摸启动装置，晋安
区政府和福州招商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的福州数字内容产业园
正式开园。同期还举行了入园企
业签约仪式、福州招商集团战略
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和晋安区数字
经济招商项目签约仪式。
活动以“建设标准化示范园
区·打 造 数 字 经 济 新 引 擎 ”为 主
题，由晋安区委、区政府联合福州
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致
力于让更多企业家走进晋安、投
资晋安、创业晋安。
当天上午，共有 10 家入驻企
业代表上台签约。包括非洲首个
在中国亮相的非洲文化经贸交流
机构中非文化经贸中心、全国首
台蛋鸡养殖试验机器人的研发企
业木鸡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四
川省西九龙投资有限公司、福州
市翔翔科技有限公司等。
提及为何选择入驻数字内容
产业园，木鸡郎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廖新炜总结原因：
“园区
由晋安区和福州招商集团联合打
造，政府背景加持，企业更安心；
园区配备了专业团队为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更轻松；园
区引入优质资源，链接上下游企
业互惠互利，构建产业生态圈，企

福州数字内容产业园开园。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
业发展更省心。
”
福州招商集团董事长何宝介
绍，福州数字内容产业园由原顺
大运动品厂房提升改造而来，共
10 栋楼，总建筑面积 12.4 万平方
米，是晋安湖“三创园”首个标准
化专业园区。园区通过市属国企
与区政府联动，吸引民间资本和
专业运营团队合作。如今，50 余
家企业先后入驻园区，涉及数字
内容制作、物联网、智慧云生态、
互动娱乐、软件研发、网红经济、

济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福州数字内容产
业园将携手战略合作伙伴营造 24
小时全时社区概念，围绕创业人
群 3 个 8 小时的工作、生活、娱乐
需求，提供标准化配套设施。此
外，园区还设立了企业服务中心，
为 入 驻 企 业 提 供 政 策 、资 金 、人

我身边的数字生活

团市委搭建市青年志愿服务数据指挥舱

志愿服务实现数字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第五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即将到来，由团
市委搭建的市青年志愿服务数据
指挥舱又将派上大用场。
“ 系统立
足于完成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志愿
服务工作任务，结合峰会志愿服务
管理需求，着力实现志愿服务一站
式、数字化、可视化管理。”团市委
领导说。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方
长金告诉记者，市青年志愿服务数
据指挥舱在团中央指导下的志愿
汇 APP 基础上延伸开发。
“2017 年
3 月起志愿汇 APP 在我市推广使
用，这是一款兼具管理者需要但更
加侧重志愿者、基层志愿服务组织
使用感受的应用、管理和服务系
统。我们这套指挥舱启用于第三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自那届峰会
起融入‘数字志愿’理念，我们就想
聚焦精准投放、精准管理、精准评
价的目标，打造峰会志愿服务管理
系统。
”
记者了解到，该指挥舱主要包
含城市志愿、数据统计、积分排行、
现场指挥、城市签到、通讯指挥、到

离岗情况七大功能板块。其中数
据统计板块可实时呈现志愿者的
累计积分、点赞数量、签到时长等
排行情况，并对志愿者来源学校和
服务岗位进行大数据分析展示，峰
会现场各场馆实时在岗志愿者人
数也可呈现。积分排行板块制定
了积分标准，综合考评志愿者能力
素养和在岗表现，激励各岗位志愿
者创先争优。现场指挥板块可通
过现场嘉宾情况，对峰会各站点志
愿者实现精准投放。通讯指挥板
块可向指定志愿者个人或群体发
送短信通知，实现快捷、扁平化管
理。
这套系统还可用于日常志愿
服务活动管理，如“城市志愿”板块
可实时查看全市及各县（市）区志
愿者注册情况、当日志愿者实时签
到人数及当日开展活动数。据统
计，系统启用至今，我市新增各类

志愿服务队伍 2342 支，组织人数
新增 102241 人，注册青年志愿者
总数 812632 人，服务时长 1343 余
万小时，青年志愿者注册人数和活
跃度位居全省首位。
闽江学院学生、志愿者陈婧告
诉记者，在 使 用 这 套 系 统 时 ，她
发现了许多与其他公益软件不
一样的地方。
“我参加核酸检测
秩序维护、疫苗接种后勤保障等
防疫志愿服务都可以在线登记，
边 学 边 做 ，一 展 所 长 ，系 统 体 验
良好。
”
团市委领导表示，接下来要在
日常志愿服务管理实践中不断提
升改造该系统，实现志愿者招募、
培训、测试、岗位管理等功能，并有
效考核志愿服务在各县（市）区乡
村振兴工作中的成绩，为提升福州
市志愿服务管理标准和效率提供
技术支撑和保障。

200 亿元
“金融礼包”
助力福州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讯
产品不低于 4000 万件，并在寄
员 郑泓）22 日上午，市农业农
递资费方面给予优惠。
村局与福州市邮政分公司、邮储
“通过三方合作，能不断提
银行福州市分行，在福州举办
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水平，推
“深化政邮合作 服务乡村振兴” 动我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迈上
党建共建暨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新台阶。”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阶段，我市将坚持
签约仪式。
此次合作，
市农业农村局与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聚焦实施
福州市邮政分公司、邮储银行福 “五大工程”，并以此次合作为
州市分行将重点围绕农村消费
契机，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
升级、农村物流网络建设、农村
村，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产品
普惠金融体系建立健全、
“ 农邮
出村进城工程，共同探索金融
联动 党建共建”活动开展等方
有效支持农村实体经济机制，
面进行深入合作。合作期间，
邮
为推动我市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储银行福州市分行将为福州市
新的动力。
农业产业项目和全面推进乡村
近年来 ，福州市扎实有序
振兴战略提供不少于 200 亿元
推 进 乡 村 发 展 、乡 村 建 设 、乡
的信贷金融支持，
保持年增量规
村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全面推
模在 9 亿元左右，并在贷款利率
进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
方面给予优惠。
2021 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同时，
福州市邮政分公司也
值 达 1122.21 亿 元 、第 一 产 业
将发挥自身优势，
提升县域邮件
增 加 值 达 637.03 亿 元 ，两 项 指
处理中心总面积至 10000 平方
标持续领跑全省。我市在全
米以上，
融合线上线下渠道助力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销售农产品不低于 1 亿元，助力
核 中 连 续 三 年（2019~2021）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寄递各类农
名第一。

省钱做公益 树立新风尚

长乐百户村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本报记者 林榕昇 见习记者 林舒颖

全省首家
“数字执行”
法官工作室成立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昨日，福州“数字
执行”法官工作室在福州软件园公共服务平
台内正式揭牌成立。据悉，
这是全省首家“数
字执行”
法官工作室。
“数字执行，
指以数字化再造执行流程，
全
面推行案件无纸化，
实现事项办理和执行监管
全流程的线上化。
”
鼓楼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数字执行”法官工作室线上依托福州软件园
公共服务平台、服务热线、执行法官团队微信
平台提供司法服务，
定期总结涉企业合规、劳
动用工、
合同履行、
法律程序等方面的问题，
发
布
“无纸化”
指引；
线下则采用定期常态化入驻
模式，
在园区设置“司法服务管理员”，
由法院
派专人对接，
收集企业意见建议、
热点问题。

智能制造、大数据应用等，以数字
内容为主的产业生态即将形成。
当天，
现场还举办了福州招商
集团 10 个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
式，他们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
位、
专业化的服务，
助其发展壮大。
作为战略伙伴之一的创业黑
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南区
负责人董文悦表示，公司将与招
商集团以平台协作的方式，围绕
重点产业链延链补链，招商壮大
优势集群，共同助力福州数字经

才、技术、项目、市场等专业化服
务，构建服务生态链，打造更懂交
互的数字生态圈。
此次晋安区共有 10 个数字经
济招商项目上台签约，投资总额
43 亿元，包括数字生态研发中心、
迈 石 网 络 视 听 智 能 基 地 、小 米
AIoT 物联网系统研发与全场景应
用研究实验室等。
据了解，福州数字内容产业
园坚持“政府立园、企业运营、统
一规划、资源共享”的发展理念，
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核
心定位，依托福州招商集团专业
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引进数字内
容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助力数
字福州和科创走廊建设，力争打
造成为全国著名的数字内容产业
生态圈示范基地。
目前，晋安区以福兴经济开
发区为主阵地，抢抓科创走廊建
设机遇，致力数字蝶变，突出数字
赋能，培育数字产业，落地华为福
建总部等数字巨头，续写数字经
济时代“从田野走向世界”的新篇
章。晋安区主要领导介绍，去年
全区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500 亿元，
占 GDP 比重超 50%，集聚效应彰
显，
磁场引力倍增。

村民捐钱购买物资补助困难群众。
村民捐钱购买物资补助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林榕
林榕昇
昇摄

“现在一场白事办下来，比过
去省下不少钱，还有部分村民将大
操大办的费用变为捐资，助力家乡
建设。”近日，省下办酒钱捐助公益
事业成为长乐区漳港街道百户村
村民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近年
来，百户村积极发挥红白理事会作
用，强化移风易俗宣传，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投身公益事业助力乡村
振兴成为百户村新风尚。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百户村礼
堂，只见门前摆放着一块移风易俗
善行义举榜、红黑榜，公示着近年
来村里移风易俗典型善举事迹，十
分醒目。村党总支书记柯晓霖告
诉记者：
“不久后，善行义举榜单上
将再添一则将‘面子’转为‘善举’
的事迹。
”
5 月 25 日，百户村乡贤柯先生
奶奶去世，柯先生及兄弟姐妹认为
要将丧事办得风光体面，计划办

100 多 桌 酒 席 ，花 费 至 少 上 百 万
元。得知此事后，百户村红白理事
会成员立即与漳港街道工作人员、
村两委干部开展入户劝导工作。
“我们花自己的钱办，有什么
关系？”
“ 这就是做晚辈的一片孝
心。”红白理事会副会长柯森官坦
言，刚开始，柯先生对于丧事从简
的做法并不认同。为此，柯森官与
村干部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反复
宣传移风易俗政策、新规，说明其
利害关系。
“ 怀亲尽孝无需大操大
办丧事，有心意就好了。如果把省
下来的费用变为捐资，不仅造福家
乡，还有面子。”最终，柯先生按照
村规简办了丧事，还表示将捐出 30
万元，
助力街道公益事业。
近年来，这样的善举在百户村
多次上演。2020 年 12 月，村企业
家柯多捷的母亲去逝，柯多捷九兄
妹响应移风易俗、简办丧事的号

召，将节省下来的 50 万元捐做慈
善；村民柯金谈一家按照移风易俗
规定操办丧事，并捐献 10 万元用
于家乡公益事业建设和困难群众
的日常生活补助……
“现在村里移风易俗工作已经
上轨道了。”柯森官欣慰地告诉记
者，2018 年至 2022 年，百户村婚丧
喜庆活动在长乐移风易俗智能管
理系统中录入 203 场，其中婚事 78
场，丧事 87 场，其他 38 场。经过红
白理事会对事主的宣传劝导，每一
场活动少则节约几千元，多则节约
几十万元。
谈起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村民
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 以前大家都
爱讲排场，特别婚丧嫁娶，有钱大
办，没钱小办，100 多桌很常见。”村
民柯顺俊说，移风易俗好处多，不
仅减轻了村民的经济负担，也减轻
了大家的精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