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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清智） 6月 30日，省委
宣传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向部机关
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表
彰部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先进党支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邢善萍
出席并讲话。

邢善萍强调，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
学习时以及“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等重要活动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起来，努力在对党忠诚、牢记初心、拼
搏奉献、廉洁奉公上走在前列。强化思想引

领，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作为终身必
修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践行党的宗旨，坚持“四下基层”

“四个万家”“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深化“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保持奋斗姿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广
泛开展“弘扬廖俊波精神 践行为民初心”活
动。坚持固本培元，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
的鲜明导向，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传承弘扬共产党人艰苦
朴素、公而忘私的光荣传统，凝聚奋力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强大
力量，以实际行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省委宣传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本报讯 （记者 段金柱 卞军凯） 6 月 30 日，南
下服务团纪念碑感恩亭在福州闽江公园南园落成。
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林宝金出席活动并讲话。省
级老领导袁启彤等南下服务团老同志代表参加活
动。

受省委书记尹力委托，林宝金代表省委、省政府
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对感恩亭的落成表示热烈祝
贺，向南下服务团的各位老领导、老前辈致以崇高敬
意。他说，南下服务团是在革命思想哺育下，从上海
学生运动中走出来的一支优秀革命队伍。72 年前，南
下服务团的同志们胸怀革命理想，响应党的号召，投
笔从戎，随军南下，积极投身解放福建、建设福建的
火热实践。72 年来，南下服务团的同志们始终怀着对
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各条战线上奋斗拼搏，为福
建、福州革命、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心血汗水，奉献了
青春年华，对此，福建、福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林宝金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福州正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我们将传承弘扬南下服务团“勇于担当、敢于牺
牲、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赓续
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衷心希望老领导、老前辈发挥自身
优势，继续为福建、福州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南下服务团纪念碑感恩亭落成

本报讯 （记者 林蔚） 6 月 27 日至 6 月
30 日，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杜
宇新率调研组来闽，就“健全基层治理体系
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在福
州举行调研座谈会听取情况介绍。

杜宇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
乡 村 善 治 之 路 ”“ 要 夯 实 乡 村 治 理 这 个 根
基”。福建各级党政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论
述，实事求是，发挥各地优势，在健全基层
治理体系，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方面进行积
极探索和扎实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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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对委员们
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深受教育和
启发。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3 月在福建考察时

指出，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
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调研中了解
到，福建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红色基因，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使其在与平安乡村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焕
发出了新的活力。下一步，要注重总结提炼
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以健全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
为 主 攻方向，更扎实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
设。

在闽期间，调研组先后赴厦门、漳州、泉
州、福州等地，进村入户实地调研，同基层干
部群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宋建朝参加调研。省领导
崔永辉、王光远参加有关活动。

就“健全基层治理体系 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闽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讯 （记者 林蔚） 6 月 29 日，为了进一步
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省政协在宁德市古田县
卓洋乡前洋村开展“弘扬廖俊波精神 践行为民初
心暨‘双联四进’系列活动”。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
出席活动并讲话。

阮诗玮说，省政协持续为古田县和前洋村发
展献计出力，主要领导多次带队深入调研，指导谋
划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协调发展项目，开展慰问帮

扶。“双联四进”系列活动开展以来，省政协已向前
洋村捐赠了助学金、医疗教育物资等，帮助推进公
共设施建设，并开展福建教育史讲座、义诊送药、
急救教学等活动，体现了广大政协委员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情怀担当。希望大家继续向廖俊波同
志学习，发扬甘于牺牲奉献精神,发挥所长，奉献
爱心，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以实际行动向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省政协开展“弘扬廖俊波精神 践行为民初心
暨‘双联四进’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谢婷） 6 月 29 日，副省长李德
金到福州市屏山小学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调研，实地察看学校环境与配套设施，并召开座谈
会，广泛听取全面提升屏山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和
有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建议。

李德金指出，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优质
的教育,是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群众对教
育的强烈期盼。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面向每一位学生，办好每一所学
校，多措并举促进区域内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加
强省、市、区、校四级联动，加大学校管理、教师培

训、人才交流、编制配备等方面帮扶力度，助力屏山
小学提升质量内涵，尽快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
校。省教育厅要把提升屏山小学办学水平作为均衡
教育发展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省逐步推广。

李德金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小学课后服务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围绕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减负提质，加强政策配套，
落实经费保障，不断总结创新，有效扩大课后服务
覆盖面，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增强人民
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

省领导赴屏山小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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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万龙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党支部
泉州天地星电子有限公司党支部
泉州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党支部
德润（福建）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党支部
泉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总支
泉州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
泉州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机关党委
泉州黎明职业大学党委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泉州师范学院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

聚烯烃业务团队党支部

三三 明明 市市

三元区徐碧街道党工委
三明市公安局列东派出所党支部
三元区富兴堡街道东霞社区党委
福建明海鑫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永安市燕南街道建南社区党委
永安市青水畲族乡党委
福建和其昌竹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明溪县沙溪乡党委
清流县赖坊镇南山村党支部
清流县人民检察院机关党支部
宁化县淮土镇党委
宁化一中党总支
建宁县濉溪镇高峰村党支部
建宁县均口镇党委
泰宁县新桥乡岭下村党支部
泰宁金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委
将乐县古镛镇东门社区党总支
将乐县白莲镇党委
沙县区凤岗街道际口村党支部
沙县小吃同业公会驻常州联络处党支部
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总支
尤溪县总医院党委
大田县建设镇建国村党支部
大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党总支
三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

三明市委办公室直属机关党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三明分公司党委

三明市第九中学党总支

三明市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机关党支部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棒材厂
圆棒车间党支部

莆莆 田田 市市

仙游县度尾镇屏山村党支部
福建省三福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党支部
仙游县郊尾镇阮庄村党支部
莆田市公安局镇海派出所党支部
荔城区拱辰街道畅林社区党委
双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城厢区凤凰山街道龙德井社区党支部
涵江区白塘镇党委
涵江区涵东街道顶铺社区党委
涵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秀屿区南日卫生院党支部
莆田市公安局湄洲派出所党总支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

琼山村党支部
莆田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莆田市劳动就业中心党支部
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党支部
莆田市驻乌鲁木齐市党支部
莆田学院管理学院党委
湄 洲 湾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工 商 管 理 系

第一党支部
城厢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党支部

南南 平平 市市

延平区巨口乡党委
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党支部
建阳区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党支部
福建新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建阳区麻沙镇水南村党支部
邵武市通泰街道党工委
邵武市城市管理局机关党委
邵武市实验小学党支部
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党委
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武夷山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建瓯市委组织部党支部
建瓯市徐墩镇叶坊村党支部
建瓯市芝山街道都御坪社区党委
顺昌县仁寿镇党委
顺昌县大干镇土垄村党支部

福建顺昌金桥学校党支部
浦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浦城县仙阳镇殿基村党支部
浦城县忠信镇党委
光泽县华桥乡吴屯村党总支
光泽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
松溪县纪委机关党支部
福建永顺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
政和县人民法院党总支
政和经济开发区党工委
政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总支
福建省闽铝轻量化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党委
南平市委统战部党总支
南平市林业局机关党委
南平市烟草专卖局机关党委
南平实验小学党总支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建阳区潭城街道南阳社区春华党支部

龙龙 岩岩 市市

新罗区西陂街道华莲社区党委
新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党支部
永定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永定区抚市镇里兴村党支部
永定区峰市镇河头村党支部
永定区金砂乡党委
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党支部
上杭县古田镇竹岭村党支部
上杭县临江镇天山社区党总支
上杭县中都镇兴坊村党支部
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村党支部
武平县城厢镇党委
星河电路（福建）有限公司党支部
国 网 福 建 省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长 汀 县

供电公司党委
长汀县濯田镇寨头村党支部
长汀县腾飞小学党支部
连城县北团镇石丰村党支部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连城县莲峰镇莲西社区党委
漳平市永福镇龙车村党支部
漳平市西园镇基泰村党支部
龙岩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龙岩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
古田会议纪念馆党支部

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龙岩第一中学党委
龙岩市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

宁宁 德德 市市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
蕉城区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蕉城区蕉北街道鹤峰社区党总支
蕉城区八都镇溪池村党支部
古田县凤埔乡苏墩村党支部
古田县吉巷乡坂中村党支部
古田县现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
屏南县人民检察院机关党总支
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党支部
福建大创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
周宁县泗桥乡坂坑村党支部
周宁县狮城镇中兴社区党委
周宁县实验小学党支部
寿宁县公安局下党派出所党支部
寿宁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
寿宁县鳌阳镇敖东社区党总支
福安市穆云畲族乡党委
福安市潭头镇南岩村党支部
福安市公安局第二党支部
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党支部
福建融盛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福鼎市桐城街道天湖社区党总支
福建福鼎恒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
霞浦县松港街道东昇社区党支部
霞浦县三沙镇东山村党支部
霞浦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党支部
霞浦县第二小学党支部
宁德市公安局大门山派出所党支部
宁德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

福建分公司党委
宁德市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党支部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宁德分校党委
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宁德市医院第十二

党支部
福建省金泰康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

平潭县岚城乡上楼村党支部

平潭县屿头乡屿南村党总支
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

党支部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省直机关工委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办公室
党支部

福建省纪委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
党支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经建处党支部
福建省直机关工会工委党支部
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机关党委

办公室党支部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党支部
福建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党支部
福建省公安厅监所管理总队党支部
福建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党支部
福建省女子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
福建省财政厅人事处党支部
福建省机关事业社会保险中心党支部
中国（福建）第18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

党支部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党支部
福建省图书馆党总支
福 建 省 海 洋 与 渔 业 执 法 总 队 直 属

四支队党总支
福建省食品药品认证审评中心党支部
福建省地质工程勘察院地质灾害重点

实验室党支部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

屏山站党支部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武汉党支部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融媒体运营中心

党支部
福建上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机关党委
福州长乐机场海关机关党委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构所物质结构研究

中心第三党支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网络部

党总支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

中心调控处党支部
福 建 福 清 核 电 有 限 公 司 运 行 三 处

党总支
福建省测绘院航测遥感分院党支部

省委教育工委省委教育工委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党委
福州大学刘敏榕工作室党支部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师生

联合党支部
福建农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e 修哥”志愿服务团党支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慕容慎行

党支部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教工党支部
福建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技术党支部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党委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
阳光学院党委
福 建 船 政 交 通 职 业 学 院 土 木 工 程

学院党总支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与人工

智能学院党总支

省委两新工委省委两新工委

福建省护理学会党支部
福建省工信厅社会组织行业党委

第二支部
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党委

省省 国国 资资 委委

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福建省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限公司

党支部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党支部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党委
福人集团森林工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福建湄洲湾氯碱工业有限公司 1，4-

丁二醇车间党支部
泰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省消防救援总队省消防救援总队

泉 州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特 勤
大队党委

本报讯 （记者 郑雨萱） 6月 30日，中国
（福建）—欧洲友城遗产保护和文明对话会以视
频连线方式举行。俄罗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
副行政长官季莫费耶夫、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
省副省长米洛舍维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
代表处文化专员古榕线上参会并讲话。副省长
郭宁宁线上出席并致辞。

郭宁宁向出席对话会的友城官员、专家
学者介绍了福建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方面的成就。她说，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
即将在闽召开，举办此次对话会对于加强福
建与欧洲友城之间的文化联系，促进人类遗
产保护，推动文明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希

望双方能够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加强遗产
宣传合作，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宣传文化遗产
资源，推动博物馆、文化艺术机构间合作，举
办一系列展览活动，增进对文化遗产资源的
认识和保护意识；推动遗产数字化合作，积
极利用新兴视觉技术和先进制作手段，拓展
文化遗产的展示、阐释、传播方式；深化在遗
产保护与修复、管理等方面的人员交流、业
务交流、技术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提升保护
技术与研究水平。

对话会上，欧洲7国友城政府官员和遗产
保护专家与我省遗产保护专家共同开展文明
对话，畅叙友好合作。

中国（福建）—欧洲友城遗产保护和文明对话会举行

6月 29日，厦门理工学院近千名师生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以一场激动人心的主题快闪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深情的祝福。
王玉敏 杨珊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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