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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今日，“福满
仓”2022年仓山区首届“校地共建”联名
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作品征集。福建师
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工程学院、
闽江学院在校师生或毕业于这些高校
的文创设计师皆可报名参赛，征集时间
截至11月6日，总奖金10万元。

仓山区素有“千年仓山、百年书
香”之称，现有438处文物遗存，诞生了
陈宝琛、严复、陈景润等古今名人，拥
有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 24
所大中专院校。更是全国独有的集
山、水、洲、岛、湿地多元景观于一体的
都市岛屿，两江夹峙，生态优美，素有

“琼花玉岛”的美誉。福州正在打造的
新地标“闽江之心”，其核心区就包括
了仓山区的中洲岛、烟台山、江心岛、
仓前公园等地。

本次大赛由仓山区委、区政府主
办，设“文化满仓”“青春满仓”“生态满
仓”“浪漫满仓”四大主题，以及“闽江
之心”特别主题，征集包括文旅伴手
礼、平面设计、视听摄影三大类型的实
体和数字文创作品，通过丰富多样的
文创设计体现仓山的悠久人文、青春
力量、美丽生态和浪漫氛围，形成仓山
区对于“福”文化的独特诠释和对“闽
江之心”的生动阐述与传播。

根据要求，“文化满仓”主题围绕
仓山区历史名人、创意园、古厝街区、
民俗信俗、海丝文化等方面征集文创
作品，充分挖掘仓山的悠久历史，以文
创赋予其更为现代和可传播的表达方
式；“青春满仓”主题围绕仓山区学府
林立的特点，以学生时代的青春记忆
为灵感，征集一系列极具青春气息、贴
近生活、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文创产
品；“生态满仓”主题征集以仓山的山
水和公园为主题 IP的文创作品，让仓

山的生态之美以文创品的形式得以保
存收藏；“浪漫满仓”主题以仓山的浪
漫气质为主题，征集文创作品。此外，

“闽江之心”特别主题以江心公园、烟
台山、中洲岛为切入点，依托闽江文化
独特魅力，充分展示水、岸、桥、岛等特
色山水元素，征集优秀的音乐作品。

大赛奖金丰厚，每个主题设奖金
1.5 万元，各评选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5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2500元），
三等奖5名（奖金各1000元）。“闽江之
心”特别主题将入围音乐作品 6件，其
中，优胜音乐作品一件，奖金 40000元
（含版权费用），优秀音乐作品5件。大
赛组委会将向每位获奖者以及优秀指
导老师颁发获奖证书，所有获奖作品均
有机会入选“福满仓”联名文创套组。

参赛者可填写报名信息，并将文
创作品设计稿、效果图、数字作品发送
至邮箱 fumc2022@163.com。根据要
求，参赛作品必须以完整的电子版设
计作品表达，需提供作品设计稿，完成
效果图，并根据设计理念提供文字说
明，不接受任何手绘的设计草图。进
入决赛的参赛作品（文旅伴手礼类）必
须为实物，如未能提供则视为放弃比
赛。此外，参赛者要保证参赛作品为
原创，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作品发
生知识产权或版权纠纷等，产生的后
果由参赛者负责，主办方将取消其参
赛资格。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
讯员 肖霖 陈真）近日，福州市
渔船测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培
训班在连江举办。本次培训班
由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特邀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主办，14家渔船修造企业，43名
从事渔船测厚技术工作的操作
员、质检员、技术负责人参与培
训，这也是全省首次将此类培
训课堂搬进渔区。

据悉，福州辖区渔船数量、
渔民以及渔船修造服务企业众
多，但船舶测厚培训常在省外
大城市举办。“对福州本地船厂
而言，参加培训交通不便，费用
开支也较大。”福州支队船检科
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去年以来，福州支队多
次深入渔区调研，把组织渔船
修造企业开展测厚培训工作列
为 2022 年支队为民办实事项
目，多次与中国船级社质量认
证公司沟通协调，把他们请到
渔区，为福州渔船修造企业量
身定做专场培训班。

培训进渔区，也得到了渔区
企业、渔民的广泛好评和有关部
门的充分肯定，彰显了福州海渔
人为民服务的初心。福州市支
队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按照市委
市政府《关于传承弘扬优良传统
开展“转作风 强服务 办实事
促发展”行动的实施意见》要求，
继续帮扶渔船修造企业做好建
章立制、监管措施等后续各项工
作，促进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双提升”。

仓山区举办“福满仓”文创设计大赛
征集三大类实体和数字作品，总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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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量身开设培训班
为渔船修造企业减负

前不久，闽侯某小区内一人倒
地身亡。因事发地点位于监控盲
区，家属坚称死者遭遇他杀。

为还原真相，闽侯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办案民警郑哲崇对凌乱的现场
仔细勘验，发现死者四肢张开，散落
物品距离尸体较远且手机破损严重，
符合高处坠落情形。于是，他将侦查
重点调整至周边高层建筑，最终在一
栋居民楼内发现了死者遗物及攀爬
栏杆的痕迹。结合尸检结果，家属认
可了死者跳楼轻生的事实。

这只是郑哲崇从警 8年来侦破
的疑难案件之一。清爽白净，一副
书生模样的他，是闽侯公安刑侦队
伍里不折不扣的骨干尖兵。

安静寡言的外表下，是一颗细
致的心。郑哲崇深知，勘验工作责
任重大，出的每一个现场、做的每一

个实验、写的每一份报告，都与群众
利益息息相关。于是，他以缜密的
心思力求让现场的无声痕迹“开口
说话”。

2020 年 9 月，闽侯县竹岐乡一
名菜农家中失窃，因现场缺乏有价
值的线索，案件侦办陷入僵局。郑
哲崇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拓展外围
现场，走遍田间每处角落，最终在距
离中心现场 1公里外的灌木丛中提
取到关键物证；2021年 12月，甘蔗
街道一名老人家中失窃，犯罪嫌疑
人盗窃后对现场还原整理，加之老
人事后反复翻找，给现场取证带来
极高难度。郑哲崇沉着冷静，从窗
台上一个物件挪动造成的灰尘变化
中发现关键信息。

“当无声物证揭示真相时，那种
成功的喜悦，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在郑哲崇看来，勘查和鉴定运用得
当，就能掌握到破案的原始“密码”，
为侦查指明方向。

夏季治安清查整治“百日行动”
中，郑哲崇积极探索运用“e体+”智
慧赋能体系，借助大数据等手段提
档升级刑事科学技术运用，共勘验
现场60余处，指纹比中14起，协助破
获案件1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日积月累，厚积薄发。郑哲崇所
在的闽侯县公安局刑事技术室成为
全国一级刑事科学技术室，他曾获评

“全国优秀勘查人员”“福建省公安刑
事技术现场勘验能手”等称号。

面对荣誉，郑哲崇没有丝毫懈
怠。他潜心钻研案发现场指纹提取
技术，研究改进出一套实用型手印
显现方法，该成果在权威杂志《刑事
技术》发表，得到同行认可。

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悬挂营业执照

一家电维修企业被警告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高远

近日，福州
市商务执法支队
对一家家电维修

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企业无法现场提
供某品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售后服务授
权材料以及维修人员的维修资质证明材料，
且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和
明示有效期内的授权证明，遂对该企业开具
《询问通知书》，并要求其按时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

事后，该企业提供了授权服务协议以及
维修人员的维修资质证明材料。市商务局
根据相关规定，对其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悬挂营业执照和明示有效期内的授权证明
的行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案例点睛

商务部《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第
五条规定，家电维修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显
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明示服务项目和家电
配件的收费标准、质量规范、质保期限以及
投诉电话。家电维修经营者从事特约维修，
须取得商标权人授权，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
置明示有效期内的授权证明。获得授权的
家电维修经营者应在其被授权范围内提供
维修服务。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于违反本办法的
家电维修经营者可以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向社会公告；违反本办
法第九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可处三万元以
下罚款；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应予以处罚
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提请有关部门依法
处罚。

郑哲崇（中）在案发现场提取指纹。（市公安局供图）

善于让痕迹“说话”
——记闽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郑哲崇

本报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榕公宣

法在身边

21日，以“创新增动能 创业
促就业”为主题的 2022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福建分会
场在福州圆满落幕。聚智慧、谈
发展、促合作……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活动在福州软件园内掀起
新一轮创新创业高潮。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近
年来，福州软件园全力引才育才
留才，打造人才高地，创新源泉奔
涌，创业活力迸发。本届双创活
动周活动期间，福州软件园也举
办一系列人才服务活动，持续打
造人才新生态。

线下搭起应届大学毕业生求
职者与岗位需求间的“直通车”，
线上“直播带岗”活动让求职者与
工作岗位“云牵手”……17日举办
的“双创促就业”福州软件园数字
人才招聘会上，长威信息、中电福
富等 27家企业参与线下招聘，提
供200多个就业岗位，涉及计算机
软件、电子电气等领域。“直播带
岗”线上活动共吸引超过2万多人
次在线观看，在线投递简历100人
次。线下，27家招聘企业共收到
约300份简历，60余人次初步达成
意向。

人才是引领创新的“第一动
力”。福州软件园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持续开展人才引进工作，自
2013年至今累计举办 IT专业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人才空中双选会、
IT企业入校寻才行动、RPO（代招
聘）、直播带岗等引才活动共计
120期，累计服务企业 4820家次，
推送岗位77319个，共计为企业推
送人才6370人。

在16日举办的双创项目创业

辅导专场对接会上，“数字大咖”
齐聚一堂，以“解剖麻雀”的态度
为创新创业项目提供专场辅导，
推动双创项目发展。精彩的线上
活动，吸引了来自企业及项目团
队的代表近900人次观看。

精准对接，引得凤来栖。下
一步，人才落地后的培育又该如
何进行？以赛育才，福州软件园

打造“海峡信息赛”“鲲鹏赛道”
“创新创业大赛”三赛联动、全年
覆盖的办赛体系。

其中，海峡信息赛创赛 17年
来，坚持“展评聘创”办赛模式，通
过人才培养、项目对接等方式引
进软件人才，累计培养人才 96104
名，吸引约140个优秀参赛项目入
孵大赛加油站，对接和输送产业

人才35000余人，15家参赛企业成
功上市。

与此同时，福州软件园不断
健全完善人才培育体系，与高校
进行战略合作，深化政校企产学
研合作；开展不同层面、不同方向
的人才交流活动；推出“课题式”
项目，带动企业培育团队技术骨
干，在交流对谈中发现人才，在创
新实践中培育人才。

今年 7月，福州市下发《关于
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的通知》，明确指出要积极
协调解决软件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21日，“普惠服务 助
企发展”惠企论坛顺势举行。论
坛聚焦企业贴息贷款、上云服
务，业内专家现场讲解作答，共
同搭好惠企“资金桥”、充实业务

“工具箱”，助力中小微企业发
展。

做好留才服务，福州软件园
既有减免贴息普惠直达的服务，
还有集上云服务、知识产权、软件
造价和交易服务等九大服务于一
体的产业服务体系。在此基础
上，福州软件园全力做好医食住
行文娱教保障，为人才提供全要
素服务体系，让人才发展无后顾
之忧。

福州软件园：

打造人才高地 激发“双创”热潮
本报记者 冯雪珠 实习生 燕晓

““双创促就业双创促就业””福州软件园数字人才招聘会现场福州软件园数字人才招聘会现场。（。（福州软件园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供图福州软件园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供图））

“闽江之心”好戏连台
节目单先睹为快

本报讯（见习记者 吴桦真）以文化唤
醒城市活力，用舞台点亮榕城夜色。朗诵
专场、阿卡贝拉、闽剧专场……本周，“闽江
之心”的精彩表演持续上新，多个表演专场
精彩不断，为市民游客献上新一轮“文化盛
宴”。

9月23日19时30分至20时30分
1.群艺大舞台：“喜迎二十大 礼赞新时

代”——福州华侨音乐会活动
古筝独奏《花好月圆》、二胡招牌曲目《赛

马》、萨 克 斯 吹 响《our love is here to
stay》……本周的群艺大舞台群英荟萃，中西
乐器轮番登场，让观众们一饱耳福，近距离感
受各式乐器的独特韵味。

2.海丝大舞台：“福籽家园”民族文化活
动

充满民族风情的系列文化活动已成为陪
伴市民度过周末的“常驻嘉宾”。本周，配合
金秋时节，舞蹈《民族大丰收》将在“闽江之
心”上演，更有维吾尔族舞蹈《鲜花》、畲族舞
蹈《竹韵酒香畲山春》等，带领市民游客“梦
游”当地风土人情。

3.今晚，“闽江之心”签约艺人——人气
组合提琴社和猫兽组合也将分别亮相海丝大
舞台和长城大舞台，用悠扬音乐唤醒璀璨夜
景。

9月24日19时30分至20时30分
1.群艺大舞台：“我和我的祖国”经典诵

读
《我的祖国》《少年中国》《祖国啊我亲爱

的母亲》《英雄》……20余篇饱含爱国热情的
经典朗诵篇目，用语言的艺术魅力点燃家国
情怀。

2.长城大舞台：“福满福地 闽韵流芳”系
列文艺演出

情意绵绵的《牡丹亭》动人心弦、追忆
革命先驱精神的《林祥谦》令人动容。本
周，长城大舞台带来闽剧专场，上演 7 场经
典剧目，为市民游客们送来精彩纷呈的好
戏。

3. 目光如炬、身手矫健，当天，“闽江之
心”签约艺人将在海峡大舞台带来咏春拳展
示，让市民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9月25日19时30分起
1.海丝大舞台：跟着人声去旅行阿卡贝

拉专场音乐会
《贝加尔湖畔》《雪之华》《情非得已》……

无乐器伴奏的纯人声音乐表演将唱响“闽江
之心”，为市民们带来经典曲目的全新体验。

2.群艺大舞台：“我和我的祖国”才艺汇
演

《祖国》等红色歌曲热血演唱，葫芦丝《红
星闪闪》等曲目精彩展演，集歌曲演唱、乐器
演奏、舞蹈表演为一体，当天的文艺演出看点
十足。

3.海峡大舞台：两岸街头文艺活动
吉祥如意的两岸有“福”“宝”，两岸青年

街舞秀活力十足。漫步“闽江之心”，且看两
岸青年展现青春活力。

4.当天，“闽江之心”签约艺人还将在长
城大舞台倾情献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