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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上午，“打击代理
黑产乱象 提振金融消费信心”
专项宣传活动在福州举办。活
动中，省信和消保中心向在场
的群众介绍了金融消费者享有
的八项基本权利和依法维权渠
道。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

与中国人寿、平安人寿、泰康
人寿当地同业公司作为保险业
代 表 郑 重 宣 誓 ，秉 持 社 会 责
任，倡导正确维权，坚决打击
金融黑产，推动金融服务行业
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活动
现场还搭设了宣传服务咨询

台，通过积极解答消费者关切
的热点问题，发放宣传折页，
开展消费者有奖竞猜、互动小
游戏等活动，激发金融消费者
参与热情，丰富消费者的金融
维权知识，增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能力。

3 月 18 日下午，由省信和消
保中心联合省工行等单位举办

“共筑诚信消费环境 提振金融
消费信心”主题宣传活动，凝聚
社会各方力量，营造良好有序的
金融消费环境。活动中现场将
金融知识创新融入游园活动中，

妙趣横生、形式新颖，吸引了广
大群众。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
公司精心编排的情景小短剧《有
爱不 emo》，生动地讲述了年轻
一代的保险人秉诚初心、不畏困
难，从客户真实需求出发，用专
业帮助老年消费者，提升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的故事，让人捧
腹又发人深省。真诚待人，诚
信做事，我们是“太保服务”的
代言人，倾听客户声音，关切客
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守护
美好未来。

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聚焦
“一老一少”重点群体、新市民群体以
及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无网点服
务触达地区人群，开展金融教育宣传

“四进入”活动，进社区、进校园、进农
村、进老年大学，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展
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和金融服务范围，
对金融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八项基本权
利、维权救济方式等进行广泛的教育
宣传，持续增强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3·15”活动周期间，中国
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组织开展

“全员学消保文化建设”主题活
动，推动诚信文化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理念融入公司经营全流
程，强化对全体从业人员的诚
信教育，增强诚信意识，深入践
行中国太保“诚信服务宣言”，

弘扬“人人消保”的服务文化。
同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法组
织开展客户信息保护专题在线
培训，提升公司辖内各级机构

对保险消费者个人信息及权益
的保护意识，规范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
利用。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周期间，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陈平，以“体验服务官”的身
份与消费者“零距离”，走进基层，服务客
户，积极介绍“太保服务”体系，并以自
身丰富的保险从业经历与经验普及保
险知识，切实当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第一责任人。

贴近群众办实事。亲临“提振消费
信心—放心消费在福建”宣传活动现场，
与消费者面对面，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
的语言普及金融保险知识、解答保险消
费热点问题，帮助消费者提升风险防范
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聆听心声解难题。亲赴辖内福州中
支“榕悦·智享家”客户服务大厅，以“体
验服务官”的身份与来访客户亲切交谈，
办理客户投诉，倾听客户心声，听取客户
意见建议，对客户在保险服务方面的疑
难困惑进行耐心地解答，切实推动提升
服务质量。

融入队伍听需求。保障消费者权益
和打造合规经营文化，是公司高质量发
展的本质要求，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
司围绕“真人·真单·真服务”的理念，分
公司“体验服务官”陈平为消保代言，从
队伍管理、客户服务、合规经营等角度与
业务精英们深入探讨交流，亲自宣讲“真

我”文化根植于心，不断优化队伍经营模
式，持续关注业务品质。同时要求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坚持服务初心，以满足消
费者全方位保险保障需求为动力，珍惜

“太保服务”品牌，守护“太保服务”长明
灯，以实际行动践行“太保服务”，赢得更
多客户，创造更高价值。

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始终坚持
“诚信天下、稳健一生、追求卓越、创新共
赢”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秉持“做一家负
责任的保险公司”使命，扎实做好维权服
务工作，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主动
承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责任，并以

“3·15”教育宣传活动为契机，培育良好
的金融消费生态环境，全心全意为人民
提供“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太
平洋保险始终陪伴在消费者身边，与消
费者携手共进，共创美好生活。

共筑诚信消费环境 提振金融消费信心
——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开展“3·15”系列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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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工作分管领导作为保险
业代表进行郑重宣誓。

消费者适当性教育

诚信文化建设

关注重点区域人群

太保服务官在行动

公司服务官接待客户普及保险知识。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合影。

福建分公司开展“3·15”金融
教育宣传“四进入”活动。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周如期而至，在银保监会的号召下，在福建银保监

局和福建省保险行业协会的指导下，“3·15”期间

中国太保寿险福建分公司紧扣“共筑诚信消费环

境，提振金融消费信心”主题，聚焦“金融常识教

育”“消费者适当性教育”“诚信文化建设”“重点区

域人群”四大重点，积极开展 2023 年“3·15”消费

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扎实推进诚信

工作，促进国民金融健康，涵养良好金融生态，增

强人民群众的保险消费信心，并用诚信经营与稳

健发展打造“太保服务”金字口碑，为构建和谐健

康的金融消费环境贡献太保力量。

李晨钧 林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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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现场表演主题情景剧。

福州港后方铁路
大樟隧道进洞施工

本报讯（记者 朱榕）记者昨日从左海集团
获悉，17日，福州现代物流城重要配套基建项
目——福州港后方铁路迎来重要施工节点，全
线控制性工程之一、福州首条自建铁路大樟隧
道建设进入进洞施工阶段，预计2026年贯通。

长11.6公里的大樟隧道为福州港后方铁路
全线最长隧道，进口下穿G104国道，约300米为
浅埋段，出口邻近大溪里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
周边环境复杂，地质条件较差，对施工组织、开
挖工法要求高。施工方将采用国内先进施工
工艺和技术，按照Ⅱ级铁路等级标准建设。

福州港后方铁路总投资84.7亿元，全线总
长72公里，隧道总长51.92公里，约占78%，建
设工期约54个月，是福州首条货运专线铁路。

福州至香港旅客列车
下月恢复开行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李翔 韩
毅）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从 4月 1日起，南铁将陆续恢复开行往返
香港跨境旅客列车，包括上海虹桥、福州、厦
门至香港西九龙的3趟高铁。

据了解，目前计划恢复开行的列车为：上
海虹桥至香港西九龙G99/100次；福州至香
港西九龙 G3001/2 次；厦门至香港西九龙
G3005/6次。两趟闽港直达高铁的重启，将为
福建省、福州市跨境游市场再添一条新通道。

铁路人士介绍，广深港高铁是中国高速铁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41公里，内地段
115公里、香港段26公里。其中，从福州站始发
的G3001次列车早上8:43分发车，下午14:01
分到达香港西九龙，全程历时约5小时18分。

江西文旅推介会走进福州
本报讯（记者 林奕婷）17日，2023年江

西省“春光灿烂嘉游赣”文化旅游（福建）推
介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来自福州市
各大旅行社、旅游企业等 200余名嘉宾在文
旅推介官的带领下，尽览江西各地的自然美
景与人文风情。

据悉，为进一步拓展福州客源，抚州发布
了面向福州市的旅游优惠政策。3月15日至
4月15日，文昌里景区的寻梦牡丹亭演出门票
5折优惠，抚州市区内所有4A级景区免门票。

现场，抚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与鹰潭
市文旅企业代表与福州旅游企业举行了签
约仪式。

鼓岭又一古厝活化利用，成为游客休闲驿站

天祥洋行别墅重新开放
本报讯（记者 黄凌 通讯员

严集萍）院子内的 5棵柳杉让鼓岭
天祥洋行别墅具有非常高的辨识
度。近日，这座有着 100多年历史
的古厝经过 2 年的修缮后重新开
放，并提供住宿、团建等功能，让游
人感受中西文化交融之魅力。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鼓岭宜夏
村梁厝 36号。天祥洋行别墅坐落
于山坳边上，别墅前方的视野十分
开阔，山间美景尽收眼底。5棵柳
杉像士兵一样守护着这座古建筑，
其中笔直挺立在门前的 3 棵是经
认定的百年古树。

因地处宜夏村梁厝，别墅主理

人梁旭青为天祥洋行别墅取了个
新名字——梁园，寓意“良缘”。梁
旭青介绍，这里曾是天祥洋行经理J.
G.P.Wilson的度假别墅。天祥洋行
是19世纪在上海创立的英资贸易公
司，其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1860
年前后在福州设立分公司。

梁旭青说，2年前，历经百年风
雨的天祥洋行别墅已经较为破败，
门前杂草丛生，屋顶木质结构早已
腐朽，在鼓岭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和鼓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的帮助下，别墅开启重生之旅。别
墅外立面进行了修复，提升改造了
院落景观，别墅内修旧但不守旧，

加装新风、地暖、净水系统，打造了
3间带有中西文化元素的客房。

“鼓岭的宜夏别墅、柏龄威别
墅、李世甲别墅等一批古厝已经活
化利用成为文化交流中心、复古咖
啡馆、大众书屋等。天祥洋行别墅
的重新开放为鼓岭古厝活化利用增
添了新生力量。”鼓岭保护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
继续对修复完成的古厝别墅积极探
索活化利用模式，通过还原历史场
景、植入文化内涵、引进特色业态、
举办特色活动等形式，把古厝魅力、
底蕴、价值进一步展示出来，让更多
人了解福州，了解鼓岭古厝文化。

修缮一新的天祥洋行别墅外景修缮一新的天祥洋行别墅外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凌摄黄凌摄

“我们要深入实施‘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
航、经济领跑、民生领先’行动，坚
持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落实赶
超，着力在构建高能级创新高地，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增强科技创新
内生动力等方面争取更大作为。”
近日，市科技局局长任义文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科技创新高地是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引擎”。近年来，我市高度
重视科技顶层战略布局，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凝聚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州片
区经过 4年多的建设，已形成了良
好的产业集聚和创新引领效应，对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愈发凸显。“今年我市将继续高质

量推进自创区福州片区建设，形成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
果。”任义文说，同时，还将加快“一
城四区，十片多点”的科创走廊建
设，持续加强科创走廊创新主体和
创新平台建设，布局统筹全市科创
走廊产业差异化发展。

目前我市科创走廊共生成载
体建设项目119个，总投资额573.6
亿元，已建成金山科创街区等载体
面积325万平方米。新落地紫天科
技等项目 386项，三创公共服务平
台 409个，今年科创走廊建设将全
面完成，建成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
著、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具有较强
品牌效应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集
聚地，全面实现老城区与科学城联
动发展。

打造创新平台，集聚科技创新
动能，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关键。2019 年 9 月，我市首
家、全省首批省创新实验室——闽
都创新实验室正式挂牌。实验室
专注光电信息科学技术，成立以来
硕果累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制
约产业发展“卡脖子”技术40多项，
完成重大创新成果超 25 项，建设
10个高能级研发支撑平台。

“我们将以更加灵活的机制，
深化与企业、高校的科技合作，夯
实高级别创新平台研发基础。做
大做强闽都创新实验室、海峡创新
实验室、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
等创新平台，同时，加强福州海洋
研究院等海洋科创平台建设，助推
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和一流大

学城建设。”任义文说。
企业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

体。我市将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
对科技创新主体的支持力度。

首先，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高
技术产业双倍增计划，按照“科技
型中小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小巨人”发展梯次，强化分
类施策和靶向服务，重点打造一批
拥有核心技术和具有较强集成创
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引领我
市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实施研发投入稳增计
划，通过财政科技投入，撬动企业
和社会加大科技投入。落实分段
补助、加计扣除、配套奖励等普惠
政策，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
性；持续推进“高新贷”“科技贷”

“科特派贷”特色金融产品，搭建银
企对接平台，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
信贷支持力度，力争今年全社会研
发与试验发展（R&D）投入达 280
亿元。

最后，推进“揭榜挂帅”攻关计
划，围绕我市“十六条产业链”的重
大技术需求，支持龙头企业和链主
企业加快“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领域重大技术攻关，提升重点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网
一厅”建设，开展“成果直通车”进
高校院所推介活动，加强技术转移
机构的建设，加速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与产业对接。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任义
文介绍，今年我市将实施科技人才
培育计划，组织“榕创之星”人才评
选，开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榕培养
和引智计划。发挥“好年华 聚福
州”“榕创嘉年华”等品牌效应，持
续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活力，促进人才在我市集
聚。做优省会特色的科技特派员
工作，突出产业帮扶精准对接，保
持科技特派员镇村全覆盖。

以科技创新引领福州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访市科技局局长任义文

本报记者 张铁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