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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9℃~16℃。（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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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芳宾）18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与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
座谈，双方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

林宝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龚
旗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北京
大学是我国顶尖学府，多年来为
福建、福州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
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力
支持帮助，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当前，福州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秉承弘
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
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
实践，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城和中
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努力探索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州实践。
希望北京大学发挥办学优势，在
产学研对接合作、高校学科建设
和资源共享、人才引进培育等方
面，继续与我们深化合作、给予指
导帮助。欢迎更多北大师生到福
州创新创业，我们一定提供优质
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龚旗煌说，福州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孕育地和实践地，区位优势突出，
生态环境优美，经济活力强劲。
北京大学与福州渊源深厚，双方
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我们
将持续拓展与福州的务实合作，
输送更多优秀人才，打造更多创
新载体，推动校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为服务国家战略
落地落实、推动福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庆伟，市领导张定锋、
吴一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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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旭 黄芳
宾）3 月 18 日是全国爱肝日，孟
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也迎来正
式开诊运营。当天上午，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赴金山院
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
国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于健康福建的部署要求，秉承
弘扬吴孟超精神品格，加快医院
建设步伐，全力争创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卫生
健康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詹

文龙、洪茂椿、陈孝平，中国工程
院院士董家鸿，吴孟超院士长女
吴玲等参加。

位于仓山区金塘路 66号的
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总建筑
面积近30万平方米，主要包括门
诊楼、住院楼、科研楼、医学中心
等，设有床位1200张。院区定位
区域肝胆胰诊疗中心和器官移
植中心，通过融入互联网、物联
网等科技手段，将建设成为一所
集现代化、智能化、医教研一体
化的研究型医院。

走进门诊大楼，林宝金听取

医院历史沿革、规划布局、设计
理念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学科
群、大专业、重点引进技术等，对
金山院区正式投用表示祝贺，希
望医院统筹“一院多区”资源，用
好国家和省级重点平台，发挥专
业优势，放大优质医疗资源效
应，打造区域医疗服务高地。来
到超声医学科、医学检验中心等
地，林宝金边走边认真听取相关
情况介绍，与医务工作人员深入
交流，详细询问医疗服务、群众
就医等情况，要求用好院士专家
等资源，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

育，聚焦前沿领域开展技术攻
关，加快建成肝胆疾病防治与研
究的大型医疗综合体。

调研中，林宝金强调，福建
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
区正式开诊运营，是我市实施市
属医院“精专科、强综合”高质量
发展战略的典型示范，是加快省
会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件民
生大事。希望医院立足新起
点，对标一流标准，在肝胆专科
领域从“专而精”迈向“精而
强”；坚持“院所结合”，实现医
教研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始终

服务地方发展，融入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大局，为群众提供
贴心、优质的医疗服务，在推进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
列。市委市政府将给予医院建
设发展有力支持。

调研期间，林宝金、陈孝平、
吴玲等还为吴孟超院士铜像揭
幕，并参加医院开诊活动。

国家卫健委、海军军医大
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及省直有关
部门，在榕部分省属高校、医院
和市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相关报道见4版）

本报讯（记者 潘倩）3月 18
日，市政府顾问团成立大会召
开。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
龚旗煌，中科院院士、省农业科
学院研究员谢华安等顾问团成
员，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
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政府常务
副市长张定锋，省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廖荣天出席。

会上，市政府顾问团成员
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
做好顾问工作、推动福州高质

量发展，提出很多富有针对性、
前瞻性的意见建议。他们为福
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感
到由衷高兴,表示将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为福州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智慧和力
量。

吴贤德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专家顾问的到来表示欢迎和
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科学
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高瞻

远瞩地谋划制定了“3820”战略
工程、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海
上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等一
系列发展战略，为福州发展绘
就了宏伟蓝图、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了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
念和重大实践，福州成立市政
府顾问团，既是提升政府科学
决策水平的内在要求，又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对
于进一步增强城市软实力也具

有重要意义。
吴贤德指出，福州是海滨城

市、山水城市，文化底蕴深厚，
经济活力强劲，发展潜力十足，
迫切需要广大专家智库的集思
广益和热情参与。希望大家跳
出福州看福州，运用国际化眼
光、全球化视野，围绕进一步彰
显福州的山水、古厝、温泉等资
源禀赋和城市特色，积极出谋
划策、建言献计。聚焦全市中
心工作，在做优做强产业、创新

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开放、优化
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更多可
持续、利长远的对策措施。充
分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等
优势，积极宣传推介福州，推动
更多的优质企业、优秀人才、优
良资源在福州集聚落户。福州
将全力支持顾问团工作，健全
工作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努力
把顾问团提出的“金点子”转化
为推动福州高质量发展的“金
钥匙”。

本报讯（记者 孙漫 实习
生 饶应洁）昨日上午，流花溪迎
来了热闹时刻——“百里水上福
道，千年闽都画卷”水上嘉年华

“水务·龙之舟”龙舟接力赛正式
鸣枪，这也是今年我市首场内河
龙舟接力赛。记者从福州水务
集团获悉，今年，我市内河还将
有大动作，除常态化的龙舟赛
外，内河游线也将上新，5月，浦
下河水上运动中心有望建成开
放。

当日，在流花溪游船码头，
随着裁判员鸣笛发令，两艘龙舟
伴着有节奏的擂鼓声向前“飞
驰”，运动员们齐齐发力，一边鼓
劲呐喊，一边振臂划桨，划出一
道亮眼的风景线。

本场赛事由福州市体育局、
福建省龙舟协会指导，仓山区
委区政府、福州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主办。从流花溪游船码
头开始，到香积寺南侧水域为
止，这段总长约 800 米的赛道
上，来自福州各区县的 12 支龙
舟代表队 200余人参与其中，为
市民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水
上表演。

和传统“单趟赛”不同，本次
赛制升级，采用的是接力赛形式，

每支龙舟队都分成 2组，分别进
行 2轮比赛。最终，福建汇泉龙
舟队、高新区马保龙舟队与福州
云厨龙舟队分获此次比赛的一、
二、三名。据了解，本次龙舟巡回
赛采取积分制，每个分站点的成
绩相加，最终选出总冠军队伍。

比赛现场，为运动员们加油
助威的身影中，一群特别的小观
众尤为引人注目，他们都是来参

加“龙舟寻福”亲子研学营的孩子
们。除了近距离观赏激烈的龙舟
接力赛，在流花溪畔的大众茶馆，
孩子们还围坐在一起，听龙舟知
识达人讲解福州非遗龙舟文化，
同时，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绘制
满满福州特色的传统柳叶桨。

福州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福州水务文旅公司将
在城区各大内河航线推出主题

丰富、内容多样的精彩研学游活
动，除了龙舟非遗文化课堂外，
水上自然科普讲堂、温泉溯源之
旅、城市水工程大揭秘等都将登
场。“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大朋
友都能够走进内河、了解内河，
也把福州的福气传递给更多的
市民游客。”

“从晋安河到流花溪，我们
感受到了福州水系治理的成效，

在水清河畅的环境中比赛，真的
很棒！”拿下此站冠军的福建汇
泉龙舟队教练王翔宇说，他们也
将加紧训练，期待在下一次内河
龙舟赛上再创佳绩。

“在 4月、5月、7月、8月，龙
舟巡回赛还将陆续在晋安湖、琴
亭湖、浦下河等内河举行，龙舟
马拉松、龙舟接力、龙舟拔河与
龙舟环湖等比赛形式都将悉数
登场。”福州水务集团总经理助
理、福州水务文旅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招群介绍，为打造别样精彩
的福舟悠游，今年，我市还将重
点发力开通打铁港、晋安河—凤
坂河、温泉公园—晋安湖等新航
线，打造西湖—白马河精品航
线，多艘新型游乐龙舟也将上
岗。

登云水库、浦下河、光明港
等水上运动中心也将在市民的
期待中加快建设。其中，浦下河
水上运动中心计划在5月建成开
放，今后，市民可在此体验浆板、
帆船等无动力水上运动的魅力。

为持续擦亮“百里水上福
道，千年闽都画卷”水上嘉年华
的内河文旅品牌，龙舟赛、浆板
节、航模节等都将陆续举办，让
市民和游客共享“福水”之乐，共
护“福水”之美。

我市今年首场内河龙舟接力赛举行
浦下河水上运动中心有望5月建成开放

福建汇泉龙舟队在比赛中福建汇泉龙舟队在比赛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暖摄陈暖摄

2023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严鑫 吴桦真）昨日上午，为期 3天的

2023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全球跨境电商生态圈系列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今年 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福建设立中国—印度
尼西亚、中国—菲律宾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双方将探
索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融合的国际分工合作模式。昨日，数个以“一带一路”为
落脚点的跨境电商国际化项目签约，成为跨交会上一大
亮点。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国（福
州）跨境电商综试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梁勇表
示，“两国双园”既是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战略支点，也是
我国跨境电商大步走向海外道路上可着力的重要行业载
体，产园结合互促的发展前景可期，再加上福建扎实的数
字产业基础做配套，一条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双翼的新

“丝绸之路”雏形已全面展现。
当天，由福州自贸片区管委会财政金融局主办的本

次跨交会主论坛“物流+金融”高峰论坛在现场同步举
行。论坛聚焦“物流和金融双管齐下，为跨境电商赋能降
本”主题，为企业梳理思路，探索发展新前景。

（相关报道见2版）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李翔 冯天翔 王培
锋）18 日，随着最后一榀箱梁精准落到龙岩市上杭县
东山大桥 0 号和 1 号桥墩上，龙龙高铁（龙川—龙岩）
福建段箱梁架设全部完成，标志着该铁路作为继漳
龙、厦深之后第三条闽粤两省铁路通道，基础部分基
本完成。

龙龙高铁福建段（龙岩至武平），线路全长 92.7 公
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设桥梁 41 座，共架设箱梁 338
榀。线路跨越国道及高速公路、地方道路 12处，以及汀
江航道和赣瑞龙铁路隧道，整体施工环境复杂，施工难
度大。福建铁路建设指挥部和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
公司等参建单位先后攻克了架桥机穿越隧道、长大坡
道架梁以及长距离运梁等诸多难题，确保箱梁架设安
全质量全面受控。

龙龙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高速铁路区
域连接线，龙岩至武平段位于革命老区福建省龙岩市
境内，与南龙铁路、赣瑞龙铁路、龙厦铁路相连。线路
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原中央苏区县武平县无铁路的历
史，闽西地区将实现县县通铁路。

林宝金在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调研时强调

秉承弘扬吴孟超精神品格
在推动健康福建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

发挥专家顾问作用 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市政府顾问团成立大会召开 吴贤德出席并讲话

昨日，“闽江之心”推出形式
多样的文化活动，其中，青年广
场上，“相约闽江边”音乐季展演
系列活动带来10余首歌曲，释放
激情与活力。观众文明观演，展
现榕城风貌。

当晚7时许，演出在“江边的
愿望”置景旁拉开帷幕，歌手小
白带来的《安静》吸引了众多周
杰伦的歌迷。“我也希望能在这
里唱首歌。”观众小余主动申请
上台，为观众清唱了一段《东风
破》，观众自发为他打起节拍。

据了解，2月起至 4月，市文
旅局以每周末 3场的演出频率，

举办共计 24场的“相约闽江边”
音乐展演活动，至今已举办 18
场，包括嘻哈、流行、摇滚、民谣、
新民乐等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出，
打造专属年轻人的现场音乐会，
市民游客可于每周六 19点至 20
点30分前往海丝广场观演。

当晚，以“舞动侨声·炫彩
江心”为主题的福州华侨歌舞
系列展演活动在海丝广场举
行，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中外
师生为主体带来的歌舞、乐器、
魔术、服装表演等精彩的节目
一一上演，集中展现了福州侨
界青年的精神风貌和福州时尚

的潮流文化。
与此同时，群艺大舞台也举

行了“福耀闽江心·艺心向未来”
系列群众文艺演出活动，昨晚是

“看到”组合的专场音乐会。“看
到”组合成立于 2009年，全部由
有音乐理想的视障人士组成。
之所以取名“看到”，是因为他们
希望透过音乐“看到”世界，也希
望更多人关注视障群体。

记者从福州城投集团获悉，
今晚，“闽江之心”这个城市会客
厅里，又将用 2场文化活动迎接
春日的美好与幸福。在海丝大
舞台、青年广场，融合民俗、街舞

与音乐的两岸文艺演出，将燃动
春夜闽江之畔最潮音。

今晚 7点半至 9点，“闽江之
心”两岸街头文艺活动将在海丝
大舞台上演。除了福州孩儿弟

“阿福”和台湾电音三太子“阿
宝”同台，上演两岸有“福”“宝”
的逗趣演出，时尚与动感还将在
台湾乐队音乐串烧中展现，尽情

秀出两岸青年的青春热情。
在青年广场，“相约闽江

边”音乐季展演系列活动持续
开唱，将在今晚 7点至 8点半准
时与市民相约。除了《忽然之
间》《远行》《南方冷》等吉他弹
唱，还有《如果没有你》《好春
光》《小情歌》《闪耀》等精彩独
唱。

文明观演 在“闽江之心”享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林奕婷 孙漫 王玉萍 实习生 饶应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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