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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韶华，谱写壮丽青春之歌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梦菲 蔡曦媛 通讯员

许嘉佳 李宗艺）越百年栉风沐雨，绽芳华乘风破
浪。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实验区广
大青年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要用尽全力、争先上进，不负韶华、不负青春，在自
己的岗位上谱写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
要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要做刻苦学习、锐
意创新的模范；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模范；要
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要做崇德向善、严守
纪律的模范。

“作为一名法院青年干警，我要时刻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嘱托和期盼，紧扣‘司法为
民司法公正’的工作主线。”平潭法院法官助理林雅
萍表示，将用融情理的法律文书传递群众摸得着的
司法温度，用零距离的信息平台打造群众看得见的
司法正义，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平潭检察院检察干警陈凯婷说：“作为一名新
时代检察干警，将牢记党的教诲，加强业务学习，练
就过硬本领，紧紧扣好从检的第一粒扣子，把青春
书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检察事业砥砺奋斗。”

“我将以更饱满的斗志，投入到交通设施的精
细化管理，交通配时的持续优化以及交通安全隐患
的排查等工作中。”实验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指
挥中心副主任吴朗说，将进一步服务好市民和游客
的出行，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为实验区“一岛
两窗三区”建设保驾护航。

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王辰辉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指引了我们青年团员
的前进方向，让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
以青春书写奋斗，用行动践行担当，让奋斗成为青
春最亮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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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
就中克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5月13日同克罗地亚共
和国总统米拉诺维奇互致贺电，庆
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克建交30年来，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
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中克政治互信牢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积极成
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克携手抗疫，
谱写了两国友谊新佳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克
关系发展，愿同米拉诺维奇总统一
道努力，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巩固
两国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引领中克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拉诺维奇表示，克中建交以
来，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效显
著。相信双方将继续携手努力，深
化伙伴关系，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
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下转2版）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
2022年第11次主任办公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周寒冰）13日，实验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
委会 2022年第 11次主任办公会，调度当前重点
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十四
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送 审 稿)》
《2022 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
施方案（送审稿）》。

会议强调，要科学编制规划，狠抓项目落实，
全面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市政服务质量
和运行安全保障能力，开创道路更顺畅、供水更可
靠、污水收集更具效能、城市防涝更具韧性、燃气
覆盖更广、环境卫生更整洁、园林绿化更具品质的
新局面，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城乡建设工作的推进
力度，从群众现实需要出发，持续美化人居环境，完
善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建设水平和治
理能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好家园，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实验区领导许永西、欧阳晓波、吴礼源、陈训

明、郑晓东，二级巡视员周建军、薛理朝参加会议。

实验区多形式致敬白衣天使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小玉 江信恒）在第111
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实验区医疗单位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全体护士爱岗敬业、勇于奉献，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3日下午，协和医院平潭分院表彰了 2021年
十佳护士、2021年临床优秀教学管理者和优秀带
教老师等。随后，手语表演、歌舞、朗诵等节目轮番
登场，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作为带教老师，协和医院平潭分院骨科副护士
长谢婷感触颇多：“对患者而言，护士是救死扶伤的
白衣天使；对护生而言，她们是教书育人的临床老
师。希望他们今后走上岗位，都能以爱心耐心细心
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将关爱、健康和幸福洒
满人间。”

12日下午，实验区中医院举行庆祝国际护士
节暨优秀护理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数名优秀护理
工作者、护龄满 30年的护士。吴黎姬是实验区中
医院护理部主任，也是一名年满 30年的护理老
将。她表示：“希望全院护士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
携手并进，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挥中医特色护理，为
患者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护理服务。”

当日，实验区中医院医务人员还赴平潭二中义
诊，宣传中医护理知识。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彤
欣）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今
年的主题是“感悟中华文化享受
美好旅程”。记者昨日从实验区
旅游文体局了解到，实验区将推
出多项惠民措施，包括景区降价、
免费以及公益性文艺演出、公共

文化场馆扩大开放等。优惠时
间为2022年5月19日至31日。

其中，面向大众的优惠有：
将军山、仙人井、68海里景区免
门票（限5月19日当天现场前两
百名游客）；持军官证、士兵证可
享海坛古城海防博物馆免票；1.2

米以下儿童在成人陪同下可享
海防博物馆免票（限 1 大带 1
小）；持学生证可享海坛古城海防
博物馆门票半价；平潭本地游客
持身份证可享海坛古城海防博
物馆门票半价。

另外，70周岁（含）以上老

人、残疾人持有效证件可享将军
山、仙人井、68海里景区免门票；
残疾人持有效证件可享海坛古
城海防博物馆半价；70周岁（含）
以上老人持有效证件可享海坛
古城海防博物馆免票。

面向先进群体的优惠措施

有：医生、护士、劳动模范持有效
证件可享将军山、仙人井、68海
里景区免门票以及海坛古城海
防博物馆免票。

届时，海坛古城内古戏台、
综艺广场、玉龙河、神龙溪演出将
免费开放。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蔡起
辉 见习记者 郑晓丹）13日，南
下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在我
省上空交汇，双方势均力敌，在
一番“鏖战”之下，平潭普降暴
雨，局部大暴雨，日降雨量创下
今年以来最大值。

截至 13 日 20 时，实验区
气象台一天之内连续发布了
5次暴雨预警信号，全区 24个
气象站点 24小时内的降雨量
均突破了 50 毫米，达到暴雨
量级。其中有 13个站点的降
雨量突破了 100毫米，达到了
大暴雨量级，以澳前 178.4毫
米的降雨量为最大，这也是
今年以来单日最大的降雨
量。而潭城镇（国家站）降雨
量 126.4 毫米，超过了今年 3
月 和 4 月 两 个 月 降 雨 量
（108.9 毫米）的总和。在降
雨集中的 6 时至 9 时的时段
内，澳前、敖东与南海就降下
了 62.2毫米、59.9毫米与 58.2
毫米的暴雨。

虽说 5月还没结束，但随
着本次降水的强力助推，截至
13日，5月累计降水量171.7毫
米，为近五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高值。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
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城乡积涝和
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应尽量
避免在强降水时外出，不要在
山丘、内涝路段逗留；农业种植
户要提前做好低洼地带农作物
田间的清沟排水工作；雨天路
滑，司机驾驶车辆要注意交通
安全。

那么，本轮降水还要持续
多久？实验区气象台预报员李
珊梅表示，15日，随着冷空气
的主力军抵达，暖湿气流将暂
退天气舞台。“14日全区还有
中雨，从 15日开始，降水就趋
于结束了。但冷空气唱主角
后，气温会小幅下降，风力也会
加强，好在阳光会在下周回
归。”李珊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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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积水 部门抢排保畅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文玲 林舒玲 见习记

者 郑晓丹）昨日的强降水致城区多条道路出现积
水，实验区多部门紧急出动，积极抢排保障路面畅通。

在竹屿湖东路竹园安置房与岚湾正荣府路段，出
现了内涝、地下水道污水涌出等现象，工作人员赶往
现场清理下水道的落叶和树枝，并在排水口周边竖立
警示标识，提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接到社区
反馈后，我们立即上报实验区防汛办，联系水务和交
建部门过来疏通，确保道路及时排水通畅，群众出行
安全。”海坛片区管理局综治应急中心副主任郑鑫涛
说。几个小时后，这一路段无明显积水，路面上存留
的淤泥也被清洗干净，道路恢复畅通。

在竹屿湖中路，部分区域出现道路交通阻塞，积
水淹至膝盖，实验区城发集团管廊公司迅速开展抢险
工作，打开积水处雨水箅井盖加强排水，并清理雨水
箅内的落叶等杂物，调度吸水仓配合排水。一个小时
后，路面积水抽排完毕恢复通行。

此外，平潭水务工作人员也排查了各路段的排水设
施，预防排水管网堵塞等现象发生，增强汛期排涝能力。

山体滑坡 转移及时无伤亡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文玲 见习记者 郑晓
丹 文/摄）昨日，海坛片区东星村一山体因暴雨滑坡，
塌陷区域距最近的居民楼不到 10米，所幸人员转移
及时，现场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拉起警戒线，避
免人员误入。据东星村党支部书记念保皇介绍，此处
山体滑坡是在他们巡查时发现的。“发现险情后，我们
立即确认居民楼是否有人居住，并将附近居民全部疏
散至村部的避灾点。”念保皇说，同时紧急转移了停放
在山下的船舶，由于险情发现及时，转移行动迅速，现
场未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况。

巡查海堤防患未然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伊

铭）昨日上午，实验区普降大到
暴雨，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工作
人员立即巡查了全区9条海堤，
确保防洪防潮设施安全运行。

检查组先后对竹屿海堤、
城防海堤、裕藩海堤等地进行
巡查，检查海堤的护坡、堤体、
堤脚是否出现损毁、坍塌、变
形、险工险段等情况。其中，裕
藩海堤历来是平潭防洪防潮关
注的重点。对此，检查组对裕
藩海堤沿线的浆砌石堤体、干

砌石堤体和防汛沙袋的堆放进
行全面检查，确保海堤能有效
应对强降雨的影响和海水涨潮
的冲击。

“从巡查的情况来看，目前
海堤基本没有出现破损现象，我
们会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
信息，督促责任单位对水库、水
闸、堤防值班值守，如果水位迅
速上涨或者堤防异常，会发出预
警通知，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并转
移人员。”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水
利处副处长洪建中说。

护航交通保障通行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梦
菲）昨日 11时许，环岛路龙王
头路段因强降雨出现积水，最
深处可达小腿处。实验区城乡
交建中心会同各养护单位立即
奔赴现场，采用龙吸水设备排
水，交警在路面设置了反光锥，
并在现场引导车辆通行。

“我们在暴雨天气来临前
排查了环岛路、金井大道、竹
屿湖路等易拥堵、易积水的路
段，并制定应急预案、加大巡

逻力度。”实验区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民警肖森林说，一旦
发现交通隐患会积极联合相
关部门处置，确保第一时间疏
导交通。

交警部门还对学生上下学
等重点路段提前预警，进一步
强化护学措施。“我们在原有警
力基础上，视学校周边具体交
通情况增派警力，并协同交通
指挥中心，确保接送学生车辆
快速通行。”肖森林说。

排查隐患确保供电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名
峰）昨日，国网平潭供电公司对
供电所备品备件库内的抢修器
材进行检查，确保其使用正常。
同时，工作人员对报障用户的电
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抢修了
赤土山高压熔断器的故障处，确
保电网安全运行。

“我们建议市民朋友出行时
尽量避免涉水，在户外要与带电

设备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事
故。”国网平潭供电公司南区供
电所外勤班班长林宏升说。

此前，国网平潭供电公司还
前往110千伏北厝变电站，检查
站内设备，排除暴雨天气可能带
来的安全隐患。“市民如果有用
电需求或者用电问题，可以拨打
24小时热线电话 62888000反
馈。”林宏升说。

昨日暴雨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昨日暴雨造成市民出行不便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江信恒江信恒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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