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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责任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林宝金深入实地调研环保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黄国清冤 12 月 7 日袁市委书记林宝金
深入荔城区尧城厢区实地调研环保工作袁察看了护城河尧下
戴河尧龙桥溪黑臭水体整治及洋埕河道整治情况袁走访了
鞋业企业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遥 市领导沈伯麟尧吴健明尧郑
瑞锦分别参加遥
林宝金指出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院 野必须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袁 坚定走生产发展尧
生活富裕尧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袁 建设美丽中国袁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遥冶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袁 持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 加快创建美丽中国的示范区袁 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遥
林宝金指出袁 随着美丽莆田建设全面铺开袁 人民群

众希望安居尧 乐业尧 增收袁 也希望山清尧 水秀尧 天蓝遥
从群众的新期待来看袁 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曰 从
我市实际情况看袁 也存在客观问题遥 我们一定要深刻认
识环保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袁 坚决打赢大气尧 水尧 土壤污
染防治 野攻坚战冶袁 让兴化大地天更蓝尧 水更清尧 地更
绿尧 空气更清新遥 要加强组织领导袁 紧盯难点重点节点袁
排出时间表尧 列出责任单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治理
落到实处遥 要大力推行野典型工作法冶袁总结推广荔城区农
村污水治理全覆盖和城厢区污水源分割普查尧按片治理的
好经验好做法袁以点带面尧 全面铺开袁 营造比学赶超的良
好氛围袁 推动环保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林宝金强调袁 要以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为抓手袁 加快内河整治袁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尧 棚户区改
造等袁 持续加大截污力度袁 推进雨污分流袁 完善污水管

网袁 提升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袁 从源头上治理城区黑臭
水体遥 要坚持问题导向袁 尽快打通 野断头河冶袁 加大清淤
疏浚力度袁 促进水系连通袁 让水 野活冶 起来遥 要注重改
善河岸景观袁 提升城市形象品位袁 增加市民满意度遥 同
时袁 要结合共建美丽乡村袁 完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袁 实
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遥
林宝金还强调袁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以野环境质量只能更好尧不能变坏冶为底线袁围绕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中指出的问题袁 以鲜明的态度尧 坚定的决
心尧 有力的举措袁 全力抓好整改工作遥 对已分解的任务
进行 野回头看冶袁 确保每一项任务尧 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
的单位和人员来抓遥 对已经整改到位的袁 要举一反三袁
抓好巩固提升袁 加大成果转化袁 着力构建务实管用尧 常
态长效的环保制度体系袁 为建设美丽莆田提供可靠保障遥

文兴业茂绽芬芳

要要
要我 市 多 措 并 举 推 动 文 化 产 业 繁 荣 发 展
阴本报记者

周凌瀚

文辕图

首日意向签约 3 亿元袁 当日实现交易 1 亿元曰 翌日
意向签约 4 亿元袁 当日实现交易 2 亿元噎噎12 月 3 日袁
世界工艺美术博览会尧 中科院第三届中国国际传统工艺
技术博览会尧 2017 年第五届中国 渊仙游冤 红木家具精
品博览会在仙游县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开幕后袁 成果颇
丰袁 成为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遥
在推进美丽莆田建设中袁 我市着力推动文化产业尧
文化事业同步发展袁 文化改革发展涌现出许多亮点特
色袁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连续 苑 年居全
省首位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袁 并就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作出新部署遥 眼
下袁 我市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深入实施文
化繁荣专项行动袁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遥

首饰尧 工艺油画尧 妈祖文化旅游等五大具有全国性影响
力的文化产业品牌遥
文化产业在莆田呈现集聚发展的态势遥 闻名海内外
的莆田工艺美术城袁 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工艺品专业
交易市场袁全球最大的檀香木尧沉香加工交易基地曰上塘
珠宝城已形成银饰尧人造宝石尧寿山石雕三大生产交易产
业袁成为国内重要的珠宝产品集散地及珠宝艺术中心曰北
高国际珠宝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袁集加工尧生产尧研发尧展
览尧销售为一体曰莆田国际油画城聚集 100 多家知名油画

企业尧常驻画师 200 人袁延伸加盟画师 1900 多人遥

龙头带动，抱团互助转型

12 月 5 日袁在城厢区华亭镇的欧雅艺术制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袁几十幅相同的油画一字排列袁五六个画师手
持画板袁坐在带有轮子的椅子上袁游走在油画之间袁分部
位进行油画创作遥 在包装车间袁工人将画好的油画打包袁
运到门口的集装箱装车遥 每天都有许多不同的油画被设
计创作出来袁走出莆田袁发往世界各地遥 渊下转 粤猿 版冤

传承文脉，产业集聚发展

12 月 4 日袁在仙游榜头的中国石艺文化城内袁一块
雕工精湛的七彩仙石作品叶荷趣曳引人驻足长观遥 省级雕
刻工艺大师方志舜的这件作品袁 成为首件以七彩仙石为
原料而获得中国艺术美术野百花奖冶金奖的作品遥 132 万
元的标价更是凸显仙游石艺产业的价值与潜力遥
野仙游石艺文化源远流长袁 雕刻技艺历史久远袁 石
艺人才集聚袁 从业人员超过 2 万人遥 这成为我们打造园
区平台的坚强依靠遥冶 仙游石雕协会党支部书记刘宝峰
如是说遥 如今袁 中国石艺文化城这个目前国内单体面积
最大袁 集原料储存尧产品设计尧生产加工尧展示销售于一
体的石艺类综合平台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袁人才引进尧
招商引资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遥
而在石艺城旁边袁总投资 18 亿元的仙游国际油画城
也开始了主体建筑的装修遥在它们西侧袁便是早已声名远
扬的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遥
仙游县工艺美术办主任黄杰告诉记者袁 仙游现有古
典工艺家具企业 3300 多家袁 规模以上 177 家袁 年产值
300 多亿元遥 油画产业则有直接出口的企业 12 家袁大型
油画工作室 150 多个遥 石雕尧古玩工艺产业也欣欣向荣遥
工艺美术文化是莆田的特色传统文化遥 多年来袁 我
市紧扣时代脉搏袁 积极将地方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
产业优势袁 形成了莆田木雕尧 古典工艺家具尧 金银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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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袁 中共莆田市委办公
室转发了 叶市委宣传部尧 市委组织部关
于认真组织学习 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业
第二卷的通知曳袁 并发出通知袁 要求各
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遥
叶市委宣传部尧 市委组织部关于认
真组织学习 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业 第二
卷的通知曳全文如下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袁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尧 发生历史性变革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遥 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
中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袁 顺应时代发展袁 从理论和实践
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
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尧 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
题袁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遥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袁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
想又一次与时俱进遥
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遥 党的
十八大以来袁 在领导全党全国推进党和
国家事业的实践中袁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
克思主义政治家尧 理论家的深刻洞察
力尧 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袁 提出了一
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袁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尧 作出
了决定性贡献遥
2014 年 9 月出版发行的 叶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曳 第一卷袁 收入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期间的重要著作袁 受到国内外
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遥 此后 3 年多
来袁 习近平总书记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袁 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尧 根本
性尧 全局性尧 战略性重大问题袁 使党的
创新理论更加丰富尧 更加系统遥
经党中央批准袁 中央宣传部会同中
央文献研究室尧中国外文局袁编辑出版了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二卷遥 该书收入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期间的讲话尧谈话尧演
讲尧 批示尧 贺电等 99 篇袁 分为 17 个专
题遥 该书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袁 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
要内容袁 充分体现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尧 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
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遥 叶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曳 第二卷的出版发行袁 向全社
会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
良好形象袁 引导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
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尧 发展理
念尧 发展方式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
作了近 18 年袁 他在福建的探索和实践
中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袁 至今仍闪
耀着真理的光芒遥前不久袁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见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代表时叮嘱
我们野把湄洲岛保护好冶遥因此袁我们更有
条件尧更有感情尧更有责任对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二卷学得更
深尧悟得更透尧贯彻得更彻底遥 认真做好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二
卷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袁
渊下转 粤圆 版冤

11月份下半月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根据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数据袁 2017 年 11 月份下
半月 渊11 月 16 日要11 月 30 日冤 环境空气质量按达标率高低尧
综合指数尧 优天数总体考核袁 排名如下表遥

图为七彩仙石作品 叶荷趣曳 备受瞩目遥

排名
县区
达标率(%）
优天数
良天数
超标天数
综合指数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吕伟涛院

发挥妈祖文化独特魅力促进共同发展
Z

野国家博物馆藏 叶天后圣母事
迹图志曳 以绘画的形式描述了妈
huanfang
祖的生平事迹袁 再现其昭然天地
的丰功伟绩袁 以及民间和朝廷对于妈祖的虔诚崇拜和
褒奖敕封遥 这既是妈祖文物巨大价值的生动体现袁 也
是从国家历史层面确立妈祖在中华文明史上地位的实
物证明袁 对于研究妈祖文化与海 上丝 绸 之路 有 重要
的学术价值遥冶 国家博物馆馆员吕伟涛在第二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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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论坛 野妈祖文化与海 丝 精 神冶 主 题论 坛 上 放袁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遥 今年 7 月袁 国家博物馆授权湄
说道遥
洲日报社出版该图册袁 更是引发业界巨大反响遥
据吕伟涛介绍袁叶天后圣母事迹图志曳 为清朝同治年
野妈祖文化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袁 是
间发现的袁 距今至少有 150 多年的历史袁 堪称存世孤 在妈祖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珍贵文化遗产袁 它融合了
品遥 该图册属于典型清代民俗类绘画作品袁 是国家博物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袁 是中华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遥冶
馆于上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琉璃厂购得遥 全册为纸本设 吕伟涛说袁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袁 妈祖是海上航行
色的中国传统工笔画袁 描绘的是关于妈祖的各种故事袁 的保护神遥 如今袁 妈祖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华人 野身份
共 48 帧袁 每帧为 31.5伊32.4 厘米遥 虽出自民间画师之 认同冶 的一种精神力量和情感纽带袁 具有强大的凝聚
手袁 但构图巧妙尧 用笔细腻尧 色彩妍丽袁 十分具有表现 力和向心力遥 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袁
力袁 且每帧副页都有清人许叶珍题写的妈祖事迹对图文 要善于发挥妈祖文化的独特魅力 袁 弘扬 野 立德 尧 行
字袁 如同古代版的彩绘连环画袁 是研究妈祖文化与海上 善尧 大爱冶 的妈祖精神袁 推动中华海洋文明在全球的
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物遥 2012 年袁叶天后圣母事迹图志曳 作 传播袁 有利于沿线各国之间搭建和平之路袁 促进共同
为一个重磅专题在中央电视台 叶国宝档案曳 节目中播 发展遥
本报记者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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