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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6 月 11 日袁 博鳌亚洲论
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青岛开幕遥 国 家 主席 习 近平 向
大会致贺信遥
习近平强调袁 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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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 遥 推进 全 球
卫生事业袁 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 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进 亚洲 以 及世 界 的
共同发展和人民福祉袁 这次大会的召 开是 在 这方 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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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英）6
月 10 日袁 市长李建辉主持召开
市政府常务会议袁 听取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迎检情况汇报袁
研究关于 叶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专项治理问题曳 叶妥善解决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意见 渊送审稿冤曳 叶消防救援队
伍职业保障机制 渊送审稿冤曳
叶2019 年投资工程包的实施意见
渊送审稿冤曳 及工程建设领域推广
应用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有关问
题尧 市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有限
公司参与供应链平台融资担保方
案等遥
会议强调袁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治理木兰
溪重要理念袁 坚持 野党政同责冶
野一岗双责冶袁 结合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袁 对突
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再核实再
推进再攻坚袁 做好查 缺 补漏 工
作袁 把基础工作做得更加扎实袁
全力以赴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迎检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 开展城镇小区配
套幼儿园专项治理是提升学前教
育质量尧 有效增加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供给的重要举措遥 各级各
部门要加大力度袁加强协作袁分类
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袁 有序推进
各项治理工作遥
会议要求袁 要充分认识妥善
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袁 创新不动产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机制袁 按照依法尧 规范尧 便民
的要求袁 突出重点袁 坚守底线袁 明确期限袁 妥善处
理各类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遥
会议强调袁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袁 全力支持配合做好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
和优待工作袁 进一步优化细化相关配套措施袁 夯实
各项保障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 实施投资工程包是补齐发展短板尧增
进有效投资尧创造有效供给的重要手段袁对野稳投资冶
起到促进作用遥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袁充分发挥和
运用好投资工程包作用袁引导和鼓励社会民间资本参
与补短板领域项目投资建设袁不断扩大有效投资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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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天海石油行业配套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

下半年建成投产
天海石油行业配套产业基地项目
总投资 2 亿元，正抓紧厂房内部装
修、水电管网铺设等，确保下半年建
成投产。产品种类也将由目前的洗车
机、加油机、双层油罐等，逐步扩展
为加油站所有配套产品。依托莆籍民
营加油站等优势，辐射全国，打造全
国性的清洁能源和成品油延伸产业的
生产基地。
连日来袁 位于仙游县郊尾镇沙溪村的天海石油行业
配套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一片忙碌袁 工人们正抓紧厂
房内部装修尧 水电管网铺设等袁 确保下半年建成投产遥
据负责该工程建设的工程师连振宇介绍袁 天海石油
行业配套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 2 亿元袁 占地面积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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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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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石油行业配套产业基地建设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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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重要努力遥 希望大会能够有效 凝聚 各 方力 量 和共
识袁 交流互鉴袁 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袁
促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袁 为全 人类 健 康福 祉 作出
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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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袁 计划建设 5 栋建筑袁 包括 1 栋综合研发楼尧 3 栋生
产车间等遥 项目自去年 6 月动工建设以来袁 进展顺利遥
郊尾镇有许多人常年在全国各地经营加油站袁 据不
完全统计袁 该镇在外从事加油站超过 1 万人袁 经营加油
站超过 5000 个遥 为进一步吸引民资回归袁 发展壮大油
品经济袁 市尧 县两级以及郊尾镇积极牵线搭桥袁 引导该
镇民企亚孚 (福建) 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与多家莆籍
在外民营油企合作成立福建天海亿联盟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袁 并发起建设天海石油行业配套产业基地袁 推动莆籍
在外民营加油站产业整合提升袁 延伸加油站产业链遥
该基地建成后袁 亚孚 (福建) 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将搬迁至新厂房并扩大产能袁 产品种类也将由目前的
洗车机尧 加油机尧 双层油罐等袁 逐步扩展为加油站所有
配套产品遥 主要包括研制和开发新型加油机尧 加气机尧
尿素加注机以及汽车润滑油尧 燃油宝尧 防冻液尧 玻璃水
等产品袁 其中袁 充电桩尧 加油罐属于新能源的行业范
畴袁 发展潜力大遥
同时袁将依托莆籍民营加油站线下资源丰富尧资产集
聚尧人才汇集等优势袁以仙游为中心袁辐射全国遥在满足莆
籍石油经营企业需求的同时袁还将面向全国市场袁打造全
国性的清洁能源和成品油延伸产业的生产基地遥

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袁 坚持绿色发展袁 坚决打赢蓝天尧 碧
水尧 净土三大保卫战袁 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遥 图为 6 月 员员 日袁 高空航拍下的天
马山与东圳水库秀美景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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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
电 近日袁 中共中央办公
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叶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
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曳袁 并发出通知袁 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遥
叶关于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的意见曳 全文如下遥
为激励和引导广大科
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尧 勇攀
高峰袁 树立科技界广泛认
可尧 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袁
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
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袁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尧
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袁 现
提出如下意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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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尧 三中全会精神袁 以
塑形铸魂科学家精神为抓
手袁 切实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袁 积极营造良好科研
生态和舆论氛围袁 引导广
大科技工作者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袁 增强 野四个意
识冶袁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袁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走在前列袁 争做重大科研成果的
创造者尧 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尧 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
者尧 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袁 为实现 野两个一百年冶 奋
斗目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遥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袁 提高政治站位袁
强化政治引领袁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工作全过程袁 筑
牢科技界共同思想基础遥 坚持价值引领袁 把握主基调袁
唱响主旋律袁 弘扬家国情怀尧 担当作风尧 奉献精神袁 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遥 坚持改革创新袁 大胆突破不符合科技
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制度藩篱袁 营造良好学术生
态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遥 坚持久久为功袁汇聚党政部
门尧群团组织尧高校院所尧企业和媒体等各方力量袁推动作
风和学风建设常态化尧 制度化袁 为科技工作者潜心科研尧
拼搏创新提供良好政策保障和舆论环境遥 渊下转 粤源 版冤

高职扩招专项报名工作启动

● 远月 圆园 日前网上报名
● 远 月 圆愿 日至 苑 月 猿 日现场确认

本报讯 昨日袁 笔者从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袁
省教育厅日前发出通知袁 启动我省高职扩招专项报名有
关工作遥
据悉袁 报名对象为院 普通高中尧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和退役军人尧 下岗失业人员尧 农民工尧 新型职业农民
等人员曰 已报名参加我省今年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未
被录取袁 且未报名参加今年普通高考的考生遥 已报名参
加今年我省普通高考的考生袁 不再参加此次报名遥 若未
被录取袁 届时可报名参加今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遥
报名办法分为 野网上报名冶 和 野现场确认冶 两个阶
段遥 报考人员可于 6 月 10 日至 20 日登录福建省教育考
要高职扩招
试院网站 渊www.eeafj.cn冤 野数字服务大厅要要
专项冶袁 进行网上账号注册遥 今年退役的军人可于 10 月
份申请补报名遥 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本人须于 6 月 28 日
至 7 月 3 日袁 持本人户口簿尧 二代居民身份证和报名所
需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渊供现场核对冤 到本人所选择的
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遥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采取 野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冶 的考
试方式袁 志愿填报和考试时间安排在普通高考录取之后遥
对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尧 二尧 三等奖和全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袁 予以
免试录取遥 对于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渊含在军队
取得的相应技能等级证书冤 的考生袁 报考相关专业可免
予职业技能测试遥
（陈各辉）

汛期来临袁 为预防和杜绝幼儿园安全事故发生袁
切实保障幼儿生命安全袁 6 月 11 日袁 东峤中心幼儿园
开展 野防洪防汛冶 安全主题教育袁 通过观看视频尧 图
片等袁 提高幼儿安全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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