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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妈祖情 两岸一家亲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昨开幕
刘献祥李建辉致辞

本报讯 （记者 黄国清）妈祖故乡迎
盛会袁 湄洲圣地聚宾朋遥 6 月 10 日袁 以
野中华妈祖情 两岸一家亲冶 为主题的第
十一届海峡论坛窑妈祖文化活动周开幕式
在湄洲岛举行遥
省政协副主席刘献祥出席并讲话遥 台
湾妈祖联谊会荣誉会长尧 台中市大甲镇澜
宫董事长颜清标袁 两岸企业家峰会副秘书
长林呈生袁 海峡两岸医事交流协会创会理
事长尧中华医养总会长黄松雄袁两岸企业家
峰会服务业及文创小组台方副召集人尧台
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郑家钟袁国
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尧总经理卓光嵩袁
SIMC 瑞士国际医疗中心 CEO 菲利普窑瓷瓦
伦袁市领导李建辉尧阮军尧林庆生尧郑春洪尧
傅冬阳尧沈伯麟尧陈惠黔尧胡国防尧蒋志雄尧
张亦兵袁两岸医疗健康产业界代表尧台湾村
里长代表尧 两岸青年代表和新闻媒体记者
等各界人士出席遥
刘献祥说袁野立德尧行善尧大爱冶的妈祖
精神袁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遥 从 2009
年开始袁妈祖文化活动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十届袁成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内容袁成为
两岸同胞增进情谊尧加强交流的重要平台遥
刘献祥指出袁今年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
在叶告台湾同胞书曳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和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
审议时先后发表重要讲话袁 要求福建积极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开幕式在湄洲岛举行。 本报记者 蔡昊 摄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袁 努力建成台
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遥 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袁认
真落实中央尧 省尧 市各项惠及台胞台企政
策袁 持续加强闽台全方位交流合作袁 积极
帮助台胞台企排忧解难袁 不断增强台胞的
受益面和获得感遥 刘献祥说袁 共同传承妈

祖文化尧 妈祖精神袁 增强国家认同尧 民族
认同袁 增进同胞亲情福祉袁 促进优势领域
合作共赢袁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和使
命遥 让我们携起手来袁 积极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袁 以 野通冶 促融尧 以 野惠冶
促融尧 以 野情冶 促融袁 推动闽台合作走深
走实袁 向更广领域尧 更大规模尧 更高层次

迈进袁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尧 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作出新的贡献遥
受市委书记林宝金的委托袁 市委副书
记尧市长李建辉在开幕式上致辞遥 他代表市
委尧市政府和妈祖故乡人民袁向各位来宾尧
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
感谢遥 李建辉说袁今年是台湾渔船直航湄洲岛
朝拜妈祖 30 周年遥 30 年来袁在野两岸一家亲冶
理念指引下袁莆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袁莆台经
贸合作更加深入遥 站在新的起点上袁莆田正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野建成台胞台企登陆
的第一家园冶的目标扬帆起航袁努力通过推动
莆台文化尧生态尧产业尧社区等融合袁积极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遥 热切欢迎更多的台
湾同胞袁一起携手讲好妈祖故事袁弘扬妈祖文
化袁把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袁打造成共同
向往的幸福家园袁为增进两岸福祉尧推动祖国
和平统一作出新的贡献遥
台湾嘉宾尧青年学生代表等也作了发言遥
刘献祥尧 李建辉及台湾嘉宾等共同推
杆启动开幕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阮军主持开幕式遥
开幕式上袁与会人员观看了短视频叶30
年之路曳尧 妈祖文化活态传承节目梆鼓咚
叶湄洲妈祖颂曳遥 举行了野金犊奖冶海峡两岸
妈祖文创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及项目招商签
约仪式遥 据悉袁共有 18 个项目上台签约袁计
划总投资 69.9 亿元遥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产品
数 字 化 设 计 与 制 造 ”赛 项 落 幕

湄职院取得新佳绩

突出重点 奋力攻坚

获二等奖 1 项，创该校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讯 6 月上旬袁 历时 4 天的 2019 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 渊高职组冤 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赛在无锡落幕遥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获该赛二等奖 1
项袁 创学校历史以来最好成绩袁 获奖选手是机械工程
系学生陈名洲尧 岳平静袁 指导教师为陈威尧 陆宇立遥
来自全国 82 支代表队和 4 支国际代表队袁 共 172
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袁 参赛队数量创该赛历史之最遥
比赛以野引领教学尧丰富教学内容尧展示教学成果冶为宗
旨袁利用三维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袁针对复杂曲面的
工业产品及零部件袁通过野数据采集尧建模与创新设计冶
和野创新产品加工尧装配验证冶两个阶段来进行数字化建
模尧创新设计和装配制造袁重点考核参赛选手在企业真
实项目环境下数字化建模尧逆向工程采集技术尧装配制
造加工的实际动手能力尧 规范操作和创新创意实践袁以
及团队协作尧沟通力尧抗压力等遥
（陈各辉）

荔城区以项目为抓手冲刺“双过半”
本报讯 福建豆讯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落户荔城
区以来袁在移动增值业务上实现交易额 49 亿元袁交易量
47 万宗袁 今年一季度已纳税 7149 万元曰 总投资约 24.4
亿元的南洋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实现开工曰莆
田学院迁建一期工程征迁实现签约率尧交房率尧拆除率
野三个 100%冶袁核心区主体工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噎噎
该区紧紧围绕市委尧市政府野双比冶活动部署要求袁
以项目为抓手袁完善野五个一批冶项目机制袁积极破解要
素制约袁全力攻坚滞后项目袁重点推进高铁片区尧木兰片
区尧莆阳新城片区三大片区项目建设进度袁加快创世纪尧
莆田学院迁建等重点攻坚项目曰围绕工业互联网尧电子

商务尧物流专业服务尧传统市场交易网络服务尧细分领域
服务等 5 大类平台袁全力发展平台经济曰鼓励企业技改
增效袁开拓市场袁及时兑现区级工业发展补助资金袁进一
步完善挂钩联系企业制度袁支持推动双驰尧恒而达等领
军型企业建设 野智能生产车间冶曰 重点围绕产业优化升
级袁抓好创世纪项目配套尧总部企业尧新型经济业态尧珠
宝城招商工作袁进一步提升招商实效遥
同时袁 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袁 提升脱贫攻坚质效袁 加大污染防治力度袁 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袁 确保经济社会工作 野时间过半尧 完成任
务过半冶遥
（何晋生 张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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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袁 在 2019 年海峡两岸妈祖
文创精英对话活动上袁 莆籍乡亲尧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尧 BBI 商务品
牌战略研究所所长张树庭作为开场
嘉宾袁 在会上以 叶用 5W 唤醒超级
要妈祖文创 IP 发展的方向与路
IP要要
径曳 为主题进行演讲袁 精彩的内容
引起现场两岸文创界专家学者尧 金
犊奖获奖代表尧 两岸青年师生代表
等热烈反响和共鸣遥
张树庭 1972 年出生在秀屿 区
埭头镇袁 1993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
文系袁 1998 年 10 月至 1999 年 3 月
赴日本电通公司研修袁 2009 年获中
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袁 现任中国传
媒大学副校长遥 他说袁 他每年都会
回老家莆田袁 但这次是时隔 19 年
第二次到湄洲岛遥 一个月前袁 受台
湾金犊奖负责人林淑黛的邀请袁 同
时也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家乡和妈祖
的呼唤袁 他来参加海峡两岸妈祖文
创精英对话活动遥 他在演讲的开场
白里说道院 野作为莆田人袁 我虽曾
在全国多地讲课袁 但这是我第一次
站在莆田的讲台上袁 感恩妈祖遥冶
野妈祖故事经过 1000 多年的演
绎袁新时代下袁妈祖文化要进一步吸
引年轻人袁要努力做好耶四个新爷遥 冶
昨日袁 张树庭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开门见山袁作了精彩的阐述遥
要有新形象遥 妈祖羽化升天时
虚岁才 28 岁袁 她本身就是年轻人袁
虽然隔了 1000 多年袁 但完全可以
和现在的年轻人对话遥 所以袁 对妈祖的形象可以通过创
意性的设计袁 用年轻人喜欢的形象设计出来遥
要有新故事遥 妈祖的故事有很多版本尧 传说袁 以前
的妈祖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去考证尧 整理过去的故事袁 再
放到现在来讲遥 但这些故事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隔得很
远遥 其实袁 完全可以把妈祖的故事和现在的生活结合起
来袁 可以去演绎尧 寻找尧 发现一些新故事遥 比如妈祖也
喜欢梳妆打扮袁 这样的细节就和当下年轻人的心理需求
相适应尧 相一致袁 如此就可以创造尧 演绎一些新的故事遥
要有新渠道遥 过去妈祖文化的传播一般都是采用传
统的传播渠道袁 一场大型活动发一个通稿就了事袁 但现
在有很多新的传播渠道袁 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微信公众
号尧 抖音等传播渠道层出不穷袁 因此在妈祖文化的传播
上要了解年轻人想要什么袁 了解年轻人在哪里遥 野年轻
人在哪里袁 我们就要跟到哪里遥冶
要有新诉求遥 妈祖精神是 野立德尧 行善尧 大爱冶袁 妈
祖和平安有着强有力的连接袁 生活中谁都需要平安袁 需
要立德尧 行善袁 鼓励每个人都要有大爱精神袁 这样的诉
求点要符合年轻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袁 和年轻人有共鸣遥
同时袁 要和年轻人做朋友袁 不要拒之千里袁 老一辈的要
坐镇袁 但也要放手让年轻人发挥创意尧 大胆去做遥 今年
的 野金犊奖冶 海峡两岸妈祖文创设计大赛就特别好袁 能
从中发现很多的灵感遥 虽然不一定每个作品和创意都适
合袁 有的创意可能和妈祖的形象不吻合袁 但这么多的作
品中有不少很有创意的东西袁 这就需要老一辈去把握尧
把关遥 因此袁 和年轻人做朋友袁 才能影响他们遥
张树庭指出袁妈祖文化要在年轻人中传播尧发扬光大袁
必须做好顶层设计遥 要有个宏观的顶层设计袁把好方向遥 吸
引年轻人进来袁把传播妈祖文化变成和自己的发展息息相
关的事业袁才会越做越好遥 本报记者 吴伟锋 郑已东

东圳水库 4 条入库河流
水质自动站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 洪颖 通讯员 蒋健）近日袁 市
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东圳 渊外度冤 水库生态环境保护
项目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验收专家会
议遥 经与会专家和代表现场查看和认真研讨袁 一致同
意项目通过验收遥
该项目包括东圳水库 4 条入 库 河流 水 质自 动 站
渊分别为渡里溪霞山村尧 常太溪土坑水库尧 东太溪东太
村尧 莒溪过溪村水质自动监测站冤袁 东圳水库水质自动
站生物综合毒性分析仪以及莆田市水环境监测中心管
理平台的验收遥 莒溪过溪村水质自动监测站还增加了
对降水进行在线监测分析袁 形成了对东圳水库库区降
水尧 来水尧 取水的立体化尧 全天候监测分析模式袁 在
全省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尚属首创遥

作为木兰大道一期的控制性工程袁上跨莆秀高速公路的大桥眼下正加紧建设袁采用悬臂浇
筑法施工遥 图为 6 月 8 日该项目施工现场遥
本报记者 蔡昊 摄

我市今年已造林绿化 3.52 万亩

导 读

姻 高招咨询会 6 月 27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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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仙游县司法局组织 5 个小组利用端午
节乡亲返乡的契机，前往挂钩的书峰乡书峰村、百松
村、四黄村、锦峰村开展提升综治“三率”法律服务
进村入户活动。图为向群众分发《百姓法治宝典》、
综治“三率”宣传单等。
林宇苒 摄

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

本报讯 （记者 洪颖 通讯员 刘金梅）昨日袁记者
从市林业局获悉袁截至 5 月 30 日袁全市完成春季造林绿化
面积 3.52 万亩袁占任务 3.06 万亩的 115.1%袁超额完成今
年省下达造林绿化任务遥 其中袁野三沿一环冶森林景观带完
成 2250 亩袁村庄绿化完成 380 亩袁珍贵用材树种造林完成
3131 亩袁生物防火林带完成 105 亩袁林分修复完成 600 亩袁
其他人工造林更新完成 28755 亩遥
为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袁 市林业局认真谋划袁
抢抓春季造林绿化好时机袁层层部署落实袁推进造林绿化遥
最高
奖励

2200 元

莆田网：http://www.ptxw.com
莆田新闻微信公众号：ptw0594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袁加大造林绿化投入袁今年以来袁在我市
每年投入 6000 多万元开展 野大造阔叶树 绿化全莆田冶三
年行动的基础上袁市林业局共争取到省级造林绿化补助资
金 1055 万元袁重点推进沿路尧沿江尧沿海尧环城森林景观带
和乡村绿化建设遥 在自加压力的基础上袁深入实施野大造阔
叶树 绿化全莆田冶三年行动袁做到 10 天一调度袁15 天一通
报袁对苗木准备尧林地准备尧造林进展情况实行每 10 日一
调度袁层层夯实责任袁推进重点项目强落实尧强保障袁保质
保量完成年度任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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