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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细落实各项优化防控措施
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周祖翼在福州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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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网格治理
摸清人口底数

长乐文溪村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创建无疫社区 提升治理效能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记者 23日从市委宣传
部获悉，近期，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实践基地
首批实践点挂牌，市委党校“3820”战略工程实施
30周年成就展展厅、福州党管武装工作展览馆、红
庙岭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展厅、鼓岭万国公益社、闽
江学院、三坊七巷光禄坊许厝里、“苍霞人家”生活

馆等七个实践点入选。
此次在全市成立实践点，旨在发挥福州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
和实践地优势，打造一批特色教育实践品牌，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福州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下转3版）

我市首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实践点挂牌成立

招商引资“不断档”
项目建设“加速跑”
闽清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林瑞琪 通讯员 吴玉晶 郑新润

23日，2022年福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名单公布，闽清
再度入榜，这已是该县连续5年获此荣誉。

放眼时下的闽清，在繁忙的生产建设和疫情后加快复苏
的脚步中，发展热潮迭起：项目建设大干快上，车间生产如火
如荼，景区人气稳步回暖，田间地头干劲十足……

随着我市冲刺四季度、决胜收官战“冲锋号”的吹响，闽清
全县上下凝心聚力，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精神动力，各级
各部门、企业、农户抢抓时间窗口和时间节点，努力克服疫情
影响，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红”。

从建设到招商 项目牵引动能十足
又一重磅项目开工！上周，在坂东镇朱厝工业园，总投资

3亿元的阿普莱斯集团坂东产业园项目正式吹响施工号角。
立足闽清“瓷都”定位，该项目主要生产陶瓷烧烤炉、户外

取暖炉等产品，建成后可年产各类产品 15万台，提供就业岗
位300余个。“前期我们帮企业办好相关手续，招募工人，之后
克服疫情影响，确保项目如期开工。”坂东镇副镇长黄珊介绍。

“有各级各部门的助力，我们也将鼓足干劲，加快园区建
设，争取早日投产。”阿普莱斯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下转3版）

本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
琳）11月23日，省委书记周祖翼
在福州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看望慰问一线防控工作人
员 ，与 疾 控 专 家 座 谈 交 流 。
周祖翼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定不移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
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落
细落实各项优化防控措施，坚
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以实际行动体现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
体成效。

在福州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周祖翼听取了福州市疫情
防控和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情
况汇报，深入综合组、大数据组
和融合协同工作专班，详细了
解核酸检测、流调排查、隔离点
管理等情况。周祖翼说，疫情
防控就是作战，坚持就是胜
利。希望大家坚守在防控第一
线，保持连续作战，以高效务实
的作风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坚
定信心、攻坚克难，为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提供强有力支撑。

同时要合理排班、科学轮休，注
意加强自身防护。

在座谈中，周祖翼认真听
取专家意见建议。他指出，岁
末年初，我省各类重大活动多、
返乡人员多，人员流动频繁，叠
加冬春季气候因素影响，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加大。
要保持清醒头脑，扎实做好福
州本轮疫情扫尾攻坚工作，采
取更加坚决、更加果断、更加精
准的措施，确保尽快扑灭疫
情。要严格履行属地责任，高
质量开展区域核酸筛查，第一
时间快速响应和处置阳性病

例，争分夺秒管控风险人员和
风险点位，坚决防止疫情拖
尾。要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健全早发现、快处置机制，
及时研判国内外疫情态势，强
化入境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
做细做实入闽人员“落地检”、
重点人员“规定检”、风险人员

“及时检”等重点工作，不断探
索用好科技、社会治理等手段，
提高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
效性。要坚持好、运用好行之
有效的经验做法和机制，不断
探索创新，加快提升流调溯源、
核酸检测、隔离用房、医疗救治
等应急处置基础能力，做到有

备无患。
周祖翼要求，省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要发挥高效统筹调度
作用，推动省市县乡各级纵向
贯通和各部门各单位之间横向
联通，提升扁平化指挥体系整
体效能。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加强免疫接种、法治宣
传教育和健康知识科普，更好地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让广大群众支持配合并积极参
与到疫情防控中来，形成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

省领导林宝金、吴偕林、李
德金参加。

本报讯（记者 黄芳宾 曾
庆贤）23日晚，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林宝金主持召开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周祖翼来榕
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的指
示要求，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
针，严格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
措施以及省里二十九条优化措
施，全力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市长吴贤德作具体部署。

林宝金指出，当前疫情防
控成果还不稳固，决不能盲目
乐观、松劲懈怠。全市上下要
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聚焦一切风险点，
加强隐患排查，及时堵塞漏洞，
采取更加坚决、更加有力、更加
精准的措施，扎实做好本轮疫
情扫尾攻坚工作。

林宝金强调，要立足早发
现，着力在“快”字上再突破，力
求更快一点、快而有效，通过精
准核酸检测、精细流调溯源，尽
快找到风险点，抢占疫情防控
先机。要高度重视“外防输
入”，严格落实疫情重点地区入
榕人员全流程全链条服务管
理，严格执行“落地检”、闭环转
运等措施，强化社区管控，压实

“四方责任”，确保各项防控工
作严丝合缝、不出纰漏。要广
泛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无
疫社区”“无疫单位”创建活动，加强宣传教育和健康知识科
普，引导干部群众遵守防疫规定、做好自我防护。要奋力冲刺
年度目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狠抓项目谋划储备，全力
扶引龙头企业，真情实招帮扶企业，决战决胜年末收官战。要
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杜绝重
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省会安定稳定。

吴贤德强调，要加强重点地区“内防反弹”工作，高效开展
区域核酸检测，持续优化调整核酸采样点位和服务时间，扎实
做好解离人员、治愈人员管理，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要强化

“海陆空”一体防控，坚持发挥三公（工）一大协同机制等作用，
严格落实“落地检”、重点地区入榕人员“五天四检”等措施，织
牢织密“外防输入”防线。要全面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
的“四方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汇聚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强大合力，牢牢守住社
区防控最后一公里。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做好年终岁首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项目攻坚、助企纾困、要素保障等，抓紧谋划储备新项目、大项
目，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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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昕玥）23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
赴马尾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科学
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定
不移发展实体经济，提振信
心，聚焦主业，做强实业，为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支撑。

近年来，马尾区抢抓新能
源行业发展风口,将新能源储能
产业作为“十四五”期间产业发

展的重点方向，着力培育发展
以星云电子、时代星云和飞毛
腿为龙头的新能源储能产业
链。林宝金来到飞毛腿电池工
业园、福建时代星云科技有限
公司，进车间、看产品、听介
绍，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
研发、市场开拓以及疫情防控
等，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储能
产业发展机遇，加大业务拓展
和战略布局，以技术创新和产
品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产能扩充步伐，抢占发展

制高点。
总投资68亿元的马尾新能

源装备制造基地，一期项目福
州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园正加快
建设。林宝金走进项目施工现
场，听取规划和进展情况汇报，
要求施工单位在确保质量和安
全前提下，抢抓工期，加快进
度，提高效率，确保早日建成投
用；属地政府要全力推进工业
（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争取
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有效
推动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集聚，加快打造国内领先的新

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位于马尾亭江工业园的福

建海文铭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中高端海洋食材
调理深加工为主的科技型企
业。林宝金深入企业产品展
厅、生产车间，就产品研发、销
售推广等与企业负责人交流，
希望企业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闭环管理同时，严把安全质量，
在企业文化、品牌打造、销路拓
展上做足文章，争做食品加工
行业龙头。

调研中，林宝金强调，要抓

实抓细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坚决守住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确保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要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在扶引
大龙头、培育大集群、发展大产
业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挥优
势，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服务，
用心帮扶，持续深化“千名干部
进千企”行动，加大走访帮扶力
度，帮助解决困难问题，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

市领导张定锋参加活动。

林宝金赴马尾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

提振信心 提升服务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马尾快安片区，新能源
储能产业龙头企业生产线一派
繁忙景象；产业园施工现场机
器轰鸣，工人有序作业……当
前，马尾搭乘新能源产业发展

“快车”，储能产业按下“快进
键”。

在福州物联网产业创新发
展中心，一座光储充检智能超
级快充站，不时迎来充电的新
能源汽车。插枪、扫码、充电
……在这里，支持快充的新能
源汽车，充电七八分钟即可行
驶约200公里，普通车辆只要半
小时就能充到80%的电量。

智能快充站是福州新能源
储能产业龙头企业星云股份、
时代星云合力打造的成果。

“智能快充站集光伏、储
能、快充、电池检测于一体，已
经在全国推广。”星云股份有关
负责人介绍，智能快充站除了
配备充电桩外，还有一个储能
柜，在用电低谷时存储电能，在
用电高峰时优先释放储存的电
能。车位顶棚则安装了光伏面
板，利用太阳能降低成本。快
充站的核心装备“光储充检智
能微网系统”是福建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在车辆充
电过程中，不需要拆卸电池，即
可对其进行“体检”，让车主及
时掌握电池健康状况。

福建时代星云科技有限公
司由宁德时代和星云股份共同
出资，于 2019年在马尾高新园

区成立，目前主要生产光储充
检智能微网、移动电源车、智能
后备电源、充检一体化设备等
产品。公司 2021 年产值为 1.2
亿元，今年1月至8月产值达3.1
亿元，增长迅速。

时代星云为储能产业发展
补上关键一环。如今，一台新
能源汽车，在生产环节，使用宁
德时代的电池和星云股份的电
池检测服务；在充电环节，采用

时代星云的光储充检智能超级
快充站，充电站设备所采购的
还是宁德时代和星云股份的基
础产品。2019 年，星云股份凭
借“新能源汽车能源动力系统
关键共性检测技术及标准体
系”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时代星云、星云检测均入选
2021 年福建省数字经济领域

“瞪羚”创新企业名单。
据介绍，福州正打响以“链

长制”为核心的制造业全产业
链革命，马尾根据自身情况，
大力发展新能源储能产业链，
以星云股份、时代星云为龙
头，重点生产储能锂电池检测
设备及智能装备、储能智能变

流器及充电桩、“光储充检”一
体化智慧电源系统等拳头产
品，加上飞毛腿动力投资研发
的新型储能电池，打造一批核
心竞争力强的智慧能源龙头
企业。

储能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在马尾石狮路东侧，总投资
68亿元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
桩基工程已完成，1号楼已施工
至主体三层。该项目将引进锂
电池组检测设备、储能智能变
流器、充电桩等生产线，打造国
内领先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
地。项目建成后可年产新能源
装备 1000万台（套），年产值达
150亿元，推动新能源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集聚。

在江滨东大道，飞毛腿电
池工业园四期也在加快建设。
飞毛腿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工业园总投资 20亿元，明年底
全面建成后，将通过工序标准
化、装备模组化、信息系统化，
提升锂电池 PACK智能制造水
平，形成一个围绕消费类锂离
子电池、智能硬件锂离子电池
模组及有关配件研发、生产，办
公及生活配套齐全的电池产业
基地，新增产值100亿元。

龙头企业快速成长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马尾新能源储能产业振翅欲飞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位于马尾的光储充检智能超级快充站。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