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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福建省政府债券柜台业务？

福建省政府债券柜台业务是指个人和中小机构通过商业银行营业网点、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认购或买卖福建省政府债券的业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

发行政府债券能够拓宽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增强投资者对福

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二 政府债券柜台业务有哪些优势？

（一）安全程度高。政府债券体现政府的信用，安全性高。本期债券为 AAA 级，

是债券的最高信用等级，本息偿付安全可靠。

（二）交易门槛低。投资起点金额为 100 元，相对理财产品、大额存单交易门槛

较低，适合个人和中小投资者认购。

（三）免税政策优。对个人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对机构投资

者取得的利息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四）认购渠道多。柜台业务开办银行在福建省内营业网点数量超过 2300 个；

同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让投资人足不出户便可轻松认购、交易。

（五）变现能力强。投资者通过柜台购买的政府债券可在交易时段内随时买卖，

交易资金实时清算，能够满足投资者对于流动性的要求。

（六）投资获利多。政府债券票面利率一般高于同期限银行存款，也高于同期

限记账式国债。投资者认购政府债券，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在获得收

益的同时，还可享受公共设施优化、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带来的便利，增强参与度

和获得感。

三 本期柜台发行政府债券基本信息有哪些？

本期债券种类为一般债券，债券期限 3年，柜台发行额度 5亿元。债券资金用于

乡村振兴、污染防治等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这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

动我省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具体时间安排为：6 月

14日招标，6月 15日、16日、17日分销，6月 20日开始计息，6月 22日上市交易。

四 投资者如何认购、交易本期政府债券？

6月 15日、16日、17日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政府债券柜台业务承办银

行的营业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认购本期债券。

6 月 22 日起，本期政府债券上市交易，投资者如需变现，在交易时间按照承办

银行报价售出即可，卖出债券后资金实时到账。具体认购、交易渠道参照各承办银

行公开的债券销售信息。

五 本期政府债券柜台业务承办银行有哪些？

本期政府债券柜台业务承办银行共 7 家，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

六 投资者如何查询本期政府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的政府债券的信息已经于 6 月 7 日在发行场所门

户 网 站 和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门 户 网 站 公 告 披 露 ，网 址 为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 www.
chinabond.com.cn，福建省财政厅 czt.fujian.gov.cn。

七 投资者如何查询柜台发行政府债券账户余额？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复核查询柜台发行政府债券余额：一是向承办银行查

询债券账户余额；二是拨打 400-666-5000，联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复核余额。

八 买入债券后，如何获得债券本息？

承办银行将于 2023—2024 年每年 6 月 20 日支付利息，2025 年 6 月 20 日一次性

支付本金和最后一次利息。 □专题

100元起售！6月15日起可买福建省政府债券

与非遗街头秀不期而遇，在非遗作
品展体悟“格物致道”，到非遗购物节感
受非遗魅力……11 日，2022 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福建主会场
活动在福州启动。

本次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会场设在
福州新店古城遗址公园。新店古城遗址
是闽越国古城遗址，承载着 2200 多年前
的闽越文化，是闽都文化的重要源流。

启动仪式当天，阴雨连绵不断，但
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福人百
工——非遗主题摄影展”，精美照片令
人目不暇接；“古城里的秀——非遗达人
秀”,评话伬唱表演令人陶醉。还有“人间
烟火——非遗美食展”“一碗清茶——福
建茶文化展”“清流县红色非遗主题展”

“匠心守艺——非遗微课堂”……百余项
非遗技艺全景呈现，古城成为非遗与文
旅相结合的沉浸式空间，全景式、活态
化、体验式展现近年来我省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今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主题为“连接现
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全省策划开展
360 多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推动非遗
与文旅经济融合发展，让广大市民在乐
享文旅生活中，感受八闽大地的历史之
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在新店古城遗址公园非遗长廊，阵
阵清脆的金属敲击声冲破哗哗雨声，吸
引众多市民循声聚拢于“长校打锡”非遗
展位前 。73 岁的省级非遗传承人童振
光，正在悉心敲打一方锡壶。童振光来自
清流县长校镇留坑村，祖辈都是打锡匠
人。“熔锡、倒模、裁剪、锤面、焊接、敲斑
纹、抛光……整个锡器制作过程有 20 余

道工序。”童振光边忙活边介绍说，制作
一件锡器，少则一天，多则十来天。

以“格物致道”为主题，省美术馆 6
月 11日至 27日举办“格物致道——闽学
视阈下的福建非遗作品展”。展览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福建特色的
传统美术类非遗作品，涵盖金石篆刻、建
本典籍、莆田木雕、福州脱胎漆器、白瓷、
建盏、浦城剪纸、漳州木版年画、古琴等
各个门类的古今精品佳作。

围绕闽学视阈，福建民俗博物馆还举
办“福建民俗文化大观园”，省实验闽剧院
开展“游福船赏闽剧”，厦门举行闽台文化
交流巡展，漳州举办福文化圩日，三明举
行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作品大赛等。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非遗保护传
承力度，非遗保护工作不断实现新突破、
取得新成效。目前，我省共有南音、妈祖
信俗、中国剪纸等 8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是我国迄今在
国际非遗保护三个系列上获得“大满贯”
的唯一省份。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以“享传统文
化 购非遗好物 促文旅经济”为主题开
展非遗购物节，组织了“古城里的圩——
非遗匠人集市”、非遗美食展销、非遗直
播购等非遗市集，通过现场展演、实物售
卖、线上直播等多种形式引领非遗消费。
226 家非遗商铺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参加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选购非遗
好物，感受非遗传统技艺的魅力。

“我们说非遗不是文物，而是活化的
文化形态，它更需要的是可见、可参与的
生活。”福州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池小霞
表示，以当代人需要的产品设计为出发
点，汲取非遗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产品
设计，才是市场和消费者的新需求。

感受福建非遗迷人光彩
——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郭斌

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蔡
曦媛） 平潭综合实验区法院与自然资源
部海岛研究中心近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发布《海岛生态司法保护蓝皮
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据悉，这是我
省法院系统首次发布海岛生态司法保护
领域的蓝皮书。

《蓝皮书》总结了近年来平潭法院在
海岛生态司法保护方面的工作特点、做法
成效和下一步工作思路，是理论研究与司
法实践相融合的成果。《蓝皮书》指出，立足
实验区独特的海岛生态优势和地缘区域

优势，平潭法院坚持守护生态环境，创新工
作机制、完善制度体系，凸显了全域化、专
业化、法治化、融合化、体系化的特点。

《蓝皮书》显示，平潭法院探索建立
自然保护与司法保护、海洋保护与岛屿
保护、蓝碳保护与绿碳保护、主岛保护与
离岛保护、生态保护与产业保护的“五
双”海岛生态司法保护体系，全力打造环
境资源和生态旅游司法保护的“海岛样
本”。累计审结非法采矿犯罪等案件 27
件、涉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7 件、环境资源
民事案件 423件。

平潭发布全省首份
海岛生态司法保护蓝皮书

本报讯 （记者 庄严 通讯员 林
滢） 省总工会近日出台《福建环卫行业
职 工 专 属 医 疗 互 助 活 动 实 施 办 法（试
行）》，参加互助的环卫工人生病住院可
按医保目录内净自付费用的 80%给予
补助。为此，福州市总工会结合现行福
州市职工温暖工程梯度送温暖工作，做
好政策叠加，为全市环卫工人提供多重
保障。

据悉，福州市现有城区主干街道环
卫工人约有 1.5 万名，薪资普遍在 3000
元左右，约有 1/3 以上环卫工人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无法购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另有部分环卫工人在户籍地缴纳
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受保费低、缴交流程
复杂等因素影响，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较

高，就医困难。
根据实际情况，福州市各级工会自

2022 年起按照温暖工程梯度送温暖工
作要求，常态化筛查因病因灾等各种原
因导致存在返困风险的职工，重点关注
环卫工人在内的苦累脏险一线职工，按
照职工困难程度，分成困难帮扶（一般困
难）、特别困难帮扶（特别困难）、常态化
帮扶（深度困难）3 个档次给予帮扶金，
最高可达 5万元。

坚持职工温暖工程梯度帮扶工作的
同时，福州市总工会还按照福建省总工
会部署，做好环卫工人专属医疗互助活
动的宣传发动，组织动员广大环卫工人
积极参与专属医疗互助，提高环卫行业
职工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

福州为环卫工人提供多重保障
帮扶最高可达5万元

“多亏街道‘大工委’兼职委员们的
协调，孩子户口顺利迁入县城，上学有着
落了！”提起近期遇到的烦心事，霞浦县
松港街道书香佳苑业主林星感慨万千。

原来，今年 1月林星计划将户口迁
入新房所在地，但由于部分小区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未达到最新验收标准，
包括林星一家在内的 9 个小区 2000 多
户居民无法正常落户。而想让孩子在 9
月进入县城小学读书，必须提前办好
落户手续，林星急得团团转。

群众的闹心事，就是基层治理的发
力点。松港街道“大工委”立即联系公安
机关了解情况，积极对接县里有关部门
和小区开发商，在短时间内按要求提升
所涉小区安防系统。林星一家成功落户
松港街道，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面对日趋繁重的基层治理任务，
近年来，霞浦县把为民服务作为工作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街道“大工
委”机制，跨行业、跨层级吸收辖区有

影响力的单位党组织，壮大基层党建
“朋友圈”。据介绍，作为统筹推进街道
辖区内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城市发展
的议事协调机构，街道“大工委”采用

“召集人+现有专职委员+兼职委员”
模式，设召集人 1 名，由县党政党员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现有专职委员即街
道党工委班子成员，兼职委员一般由
辖区或周边区域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机关事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国有企
业单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负责人担任，实现优势互补。

今年 2月，松港街道各村（社区）书
记、人大代表、党代表等走街串巷，收
集群众诉求 68 项；3 月，组织召开“大
工委”民生实事征求意见会，梳理出道
路硬化、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 16
项重要民生实事，将其列入街道为民
办实事“服务清单”，并将任务分解至
各共建单位。

“在此过程中，我们通过‘民生实事

账本’工作法，建立群众诉求台账，‘大
工委’共建单位各职能部门根据‘台账’
解难题。”松港街道“大工委”专职副书
记陈培仙介绍，该工作法通过“报账、查
账、销账”方式，收集群众意见、核实研
判解决方案、及时解决民生问题。

以“民生实事账本”工作法助力破
解民生难题是松港街道探索“大工委”
机制的有益尝试。去年 11月，在松港街
道“大工委”第一次党建联席会议现
场，与会人员通过“民生实事账本”工
作法将正阳首府小区和惠众农贸市场
周边违规停车严重问题纳入“台账”。

“大工委”有关共建单位积极介入，经
现场走访、制定方案、施划停车位、进
行专项整治和加大宣传力度，今年初，
正阳首府小区及惠众农贸市场周边变
了模样，不少居民竖起了大拇指。

不仅如此，霞浦县松港街道还创新
社区“大党委”机制，采用“第一书记+现
有专职委员+兼职委员”模式，调动各方

力量共同抓好社区的社会性、群众性、
公益性工作，使之与街道“大工委”同频
共振，共同奏好基层治理“大合唱”。

在松港街道东昇社区，“公益早教
进社区”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课堂
上，孩子和家长积极互动，不时传来阵
阵欢声笑语。“早教课堂让我们学到了
更专业的教学理念，远远超出预期。”
东昇社区居民郑玉霞高兴地说。

据悉，为了让社区 0~3 岁的孩子
得到更多优质、科学的早教服务，去年
6月起，东昇社区“大党委”共建单位霞
浦县实验幼儿园、霞浦县妇女联合会
走进各小区，将公益早教活动办在群
众家门口，引得居民连连点赞。

“层层可结盟、处处可联系、事事
可沟通，在街道‘大工委’与社区‘大党
委’的联合运作下，各共建单位实现了
优势互补、共治共享，基层党建也从

‘单枪匹马’走向‘联动作战’，激活了
基层治理全盘棋。”陈培仙说。

从“单枪匹马”走向“联动作战”，霞浦县探索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机制

奏好基层治理“大合唱”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刘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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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闻““汛汛””而动而动 全力应对全力应对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记者 12日从省防指获悉，6月 12
日 7 时，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为Ⅱ级。根据《福建省防
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于 6 月 12 日 7 时将防暴雨应
急响应提升为Ⅲ级。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情况，
滚动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强化防御部署，落实防范措施，切实
做好防汛防暴雨各项工作。

据悉，11 日，我省中南部地区部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
雨。统计 11 日 6 时—12 日 6 时累计雨量，共有 49 个县（市、区）
的 281 个乡镇超 50 毫米，其中 10 个县（市、区）的 14 个乡镇超
100 毫米，以同安区汀溪镇 141.5 毫米为最大。最大小时雨量
为南靖船场镇 75.1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6 月 11 日 6 时—12 日 6 时，大樟溪、尤溪、
文江溪、晋江东溪、晋江西溪、汀江上游、霍口溪等 7 条河流发
生超警 0.02～2.14 米的洪水。当前，除尤溪坂面站（超警 0.23
米）外，各主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

截至目前，全省下沉干部144188人次，转移群众56407人次。

省防指将防暴雨应急响应
提升为Ⅲ级

“有没有接收到列车晚点、停运命令……”
“原计划 9 点 38 分到站的 D3142 次，晚点至 10
点 03 分。”12 日上午 9 时 40 分，福州火车南站
客运值班员饶建飞刚一到站，就赶到综合控制
室，了解高铁动车运行情况。

每年汛期，经验丰富的饶建飞赶上值班，
就多了一道“心眼”，时时关注气象变化，及时
了解每一条防洪令，结合车站旅客列车运行情
况，保持与车站综控指挥中心的联系，准确掌
握列车晚点信息。

“通知大家提前上岗，9点45分紧急集合点
名。”饶建飞上班接的第一趟列车就遇到晚点，
他稍加思索，决定临时改变班组早点名时间。

在班组点名会上，饶建飞重点布置了针对
汛期列车晚点采取的措施后，眼罩、口罩、手套
穿戴整齐，拿起对讲机，匆匆向 D3142 次所在
站台赶去，“这趟列车从龙岩开往南京，福州南

站停站时间只有 4 分钟，要第一时间安全有序
组织 168 名旅客到站台上等候列车到来，不容
有失”。

一位老人背着旅行包，左手提着布袋子，
右手拖着沉甸甸的小拉车，在站台上发愣，额
头上急得冒汗。“这位大姐，我来帮你吧。”眼瞅
列车快要进站，饶建飞赶到近前了解情况。“我
女儿买的车票，发的短信我看不懂。”饶建飞快
速查看后，帮忙拖着行李，将旅客送到动车上
安顿好，才转身离去。

……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确保每一

位旅客安全上车就是战斗。“今年汛情压力大，
我们班组每个人神经都是绷得紧紧的，现在列
车开行趟数增加，有时候遇到列车晚点，就得
盯着，各岗位要联控，每个环节都不能疏漏，一
切都是为了旅客安全出行。”

“一切为了旅客安全出行”
□本报通讯员 王婷 江曲

12 日，政和县城关通往该县岭腰乡高山村路段发生山体
溜方，溜方量达 500 多立方米，造成交通受阻。接到险情后，岭
腰乡人武部迅速集结民兵道桥抢修分队，手持铁铲、柴刀，赶
赴现场，砍断倒伏路中毛竹、树枝，移出石块，挖开溜方泥土，
疏通道路。 杨则生 周文标 摄

11 日，受连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莆田市城厢区县道 X201 城游线、X203 龙游线常太镇境内发
生多处公路水毁、树木倒伏等险情，造成交通堵塞，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安全。

城厢区交通运输局工程人员立即组织施工抢修人员、机械车辆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经过
数小时抢险，X201 城游线和 X203 龙游线沿线滑坡的土方和倒伏树木全部清运完毕。图为施工队
正在对 X201城游线照车村水毁现场进行抢修。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路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