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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并在印尼、南非、匈牙利、英国、
美国、澳大利亚及台湾地区落地发行

20222022年年99月月

1010
星期六星期六

壬寅年八月十五壬寅年八月十五

近日，为期3天的第十八届
中国（南安）国际水暖泵阀暨消
防器材交易会（简称“CNPV”）落
下帷幕。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交
易会共签订意向合同金额32亿
元。

据介绍，本届 CNPV 共吸引
来自福建、浙江、广东、上海等
14个省市423家企业参展，参展
商与 3726 名采购商、代理商共
签 订 意 向 合 同 金 额 32 亿 元 ；

“CNPV2022云展会”系列活动在
腾讯家居及展会官方视频号双
平台直播，在线观看高达28.6万
人次。

江苏品升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展会负责人孙先生感触颇深，
他说：“CNPV 作为一个地区性
的展会，非常有当地特色，品牌
辐射效果好。通过展会，我们也

更好地了解了行业流行趋势。”
CNPV不仅吸引了数百家参

展商，还吸引到很多产业链相关
企业。“目前五矿产城在南安有
3个产业园，包括位于英都镇的
五矿智慧工坊中国（南安）高端
阀门智造产业园、梅山镇的家居
产业园以及洪梅镇的水产预制
菜产业园。”五矿智慧工坊中国
（南安）高端阀门智造产业园总
经理戴显荣感叹道，此次参展是
对五矿产城南安产业园项目情
况的集中展示。

南安是“全国水暖之乡”“中
国卫浴名镇”，本土水暖厨卫自
20世纪70年代兴起，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形成了
集技术研发、加工生产、装配包
装等为一体的具有地方特色的
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南安共有

水暖厨卫企业700多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53家，今年前7个月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近百亿
元。

CNPV见证且推动着南安水
暖厨卫产业的发展。从2005年
首届交易会上的 100 多个展位
到如今的 1086 个国际标准展
位，从最初达成几个亿的合作意
向到如今数十亿元的合作意向，
从单一水暖产品展示，到如今水
暖厨卫、泵阀和消防器材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亮相，从仅有线下展
会到近年来推行的“线上线下”
双线会展……展会规模、办展模
式、品牌质量不断升级，为南安
引来优质资源，反哺赋能产业，
强链补链助推南安水暖泵阀产
业提档升级。

（苏清彬 黄福龙）

第十八届中国第十八届中国（（南安南安））水暖泵阀水暖泵阀
暨消防器材交易会落幕暨消防器材交易会落幕

14个省市423家企业参展 达成意向金额32亿元

艾青在《好》里写道：“让我
们的马路有美丽的林荫道，林
荫道上发散出洋槐花的香气。”
梅山镇鼎诚村就有一条这样的
环村林荫道。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柳叶榕
相向而立，枝叶在顶端架成拱形长廊，
如一把结实的伞，人漫步其间，恍如穿
越了“时光隧道”。穿行在“时光隧道”
上，迎面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
送青来”，是“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
木啭黄鹂”，鼎诚人日日行走在色彩明
艳的诗情画意里。

鼎诚村里藏西真古寺。这座始建于
南宋年间的古寺坐落在杨梅山腰，近千
年里几度兴废，直到 2004 年才重被修
葺。古寺绿瓦红墙，茂林修竹，和周边
的镇寺石、观音石、百年樟连成自然奇
景。立在山腰眺望，东溪碧波盈盈，卧
在山脚，乖巧如一只猫；民墅挺拔而起，
红砖古厝错落其间，无序却有致。我站
的位置极佳，放眼俯瞰，稻田一块块，梯
田一层层，像新开封的眼影盒子，被环
村道连成一片有机的整体。近旁一位本
地阿伯友善地指点山水，他说，卧在东
溪上的是鼓山大桥，东溪边屹立的是有
五百多年历史的妈祖庙。

鼎诚背靠山峦，并不临海，怎么会信
仰妈祖？原来，从前永春、德化走水路
到泉州，都要经过鼎诚村，村民靠水吃
水，多以行船为生。某日，有村妇在溪

边洗衣，水面漂来一木，上刻“天上圣
母”，举村皆喜，认为这是妈祖庇佑，于
是在村庄里建妈祖庙，塑妈祖金身。自
此妈祖庙香火鼎盛，历代不衰。近几年
逢妈祖诞辰，鼎诚村都会举行盛大妈祖
文化节，以传统方式传承对妈祖的信仰
和尊崇。

几百年来，“博爱、平安、和平”的妈
祖文化，像东溪水深深地渗入鼎诚的每
一寸土地。村民们也记不清，哪一天起
村里就有了“1元裁缝铺”，巧妇用针线
串起邻里情；哪一天起村里就有了便民
服务站，备全了纸巾、雨具和急救箱，供
村民免费使用。弱势群体和低保户得到
了救助，乡村振兴稳扎稳打，在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中越走越有奔头。

除了妈祖庙，村里还留存着十余座
红砖古厝。古厝布局精巧，精雕细琢，
兼有居家、教育和祭祀功能，入古厝如
翻开耐人寻味的古籍。尽管久经风霜，
但厝上的训诫依然清晰。“吃苦是良图，
苦境终归乐境。”“古今来，许多世家无
非 积 德 ，天 地 间 第 一 人 品 还 是 读
书。”……谆谆教诲，在岁月里弥漫回
响。厝前不时有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徐
徐走过，也不时有妇人热情地招呼，来

坐坐，来呷茶！光阴在这里慢
了下来，只剩静好！

再往村庄深处走，耳畔有
南音袅袅。循声拐进一户人

家，几位退休老者排排并坐，弹三弦、拨
琵琶、拉二弦、吹洞箫，百转千回。他们
说，唱一曲吧，才尽兴！没多久人就凑齐
了，有高甲戏演员黄伟玲，有刚淘米下锅
手还没顾上洗的主妇。他们唱《望明
月》，唱得浑然忘我，听得人动情走心。
末了，才听说老人们平时不仅弹唱自娱，
还进村少年曲艺班教习，那个姗姗来迟
的主妇，还是声名在外的木偶戏演员。

在鼎诚，迎面走来一个人，几乎都有
拿得出手的传统古技，比如高甲戏、木偶
戏，比如腰鼓队、龙狮舞队，比如吃一口，
就浑是浓浓古早味的寸枣。只要说到寸
枣，十里八乡甚至远在异地他乡的人都
要“噢”一声，是鼎诚的寸枣啊！柴火棒
烧，纯手工制，慕名来买的人队伍排得老
长，作坊主却不多生产。他们一家几代
人专注的事，是做一根勾起人浓浓乡愁
的寸枣。叫人吃一次，记忆就穿越一次！

世事白云苍狗，村庄日新月异。但因
为有了始终可以回望的“古”味，外出的
人便有了牵挂和心安！西真古寺、妈祖古
庙、红砖古厝、传统古技、古早味道……就
是村庄那些古荔枝树、古龙眼树、古樟
树……它们沉默不语，阅尽沧桑，却是乡
愁的所在。 （林清秀）

鼎 诚 村 寻 古鼎 诚 村 寻 古鼎 诚 村 寻 古

9月3日，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东北吕
宋分会第八届理监事职员就职典礼、东北
吕宋南安商会第四届理监事职员就职典
礼，在位于菲律宾东北吕宋伊莎贝拉省卢
纳社的南安会馆举行。来自伊莎贝拉省各
社团代表、华人代表、南安乡亲共计300多
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现场，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东北吕宋
分会第八届理事会，东北吕宋南安商会第
四届理事会、第三届妇女委员会、第三届青
年委员会分别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南安
乐峰籍乡贤黄双燕当选东北吕宋分会新一
届理事长，南安罗东籍乡贤黄侨艺当选东
北吕宋南安商会新一任会长。

黄双燕在就职典礼中表示，将发扬旅
菲华人华侨团结合作、守望相助、同舟共
济、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中菲友谊搭建
桥梁，为建设和谐东北吕宋侨社贡献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
有约 200 万人，其中南安籍华侨华人就有
60万人左右，占菲律宾华侨华人总数的三
分之一。而在农业较为发达的东北吕宋地
区，现有华侨华人10多万人，其中南安乡
亲占了相当分量，各行各业中都有南安人
的身影，尤其是在大米加工、销售、土特产
经营领域，南安人更是成为市场的绝对主
导者之一。

据了解，菲律宾南安同乡会东北吕宋
分会成立于2008年，东北吕宋南安商会则
在2016年成立，目前已有上千名会员。

（苏清彬 潘顶水 郭锦虹）

菲
律
宾
南
安
同
乡
总
会

东
北
吕
宋
分
会
换
届

9月5日上午，南安市慈善总会
举行善款捐赠仪式，码头镇乡贤戴
宽南向南安市慈善总会认捐1000
万元，设立戴宽南关爱青少年健康
慈善基金，用于开展公益慈善事业。

仪式上，南安市市长王连赞
向戴宽南颁发南安市慈善总会第
三届理事会永远荣誉会长聘书。

值得一提的是，戴宽南于
2017年已向南安市慈善总会认捐
善款500万元，设立南安市慈善总
会福美堂慈善基金，已到位善款
600余万元。时隔5年后，戴宽南
再次追加认捐1000万元，设立戴
宽南关爱青少年健康慈善基金，

将用于青少年卫生健康、青少年
体育美育等公益项目。

“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社
会多做一些奉献、多做一些慈善、
多做一些公益。”戴宽南认为，自
己所获得的是社会给予的，在有
所获、有所得时理应回报社会、回
馈社会。带着这样的想法，戴宽
南笃行乐善好施，坚持公益慈善，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结对帮扶”

“万贤扶千户”等帮扶工作，组织
开展救灾济困、抗击疫情、奖学助
教等公益行动，此前已累计捐赠
善款3000余万元用于开展公益慈
善事业。 （陈亮亮）

点 赞 ！
码头镇乡贤认捐1000万元

蔚蓝的苍穹之下，一排排蓝色的光伏发电板在艳阳的
照耀下显得光彩熠熠……这是记者近日走进翔云镇黄田村
看到的景象。

记者了解到，这是黄田村建设的乡村振兴智慧光伏项
目，这座90千瓦的光伏发电系统，预计年发电量10万度，每
年增加村财收入4.5万元。

“这里是翔云镇黄田村小学旧址，近年来村委会将荒废
的小学利用起来，在屋顶安装光伏发电板，以此增加村财收
入。”黄田村党支部书记王水生告诉记者，黄田村地处山区，
经济薄弱，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少，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村委
会充分考虑壮大村集体经济与绿色发展的双重需要，利用
黄田村光照充足等特点，发展光伏产业。

如今，黄田村在2栋荒废的教学楼顶，架起了一排排光
伏发电板，“晒”出了一条村财增收路。

“此次，村里将教学楼前的空地也利用起来，建设600多
平方米的光伏发电停车棚，增加了近30个停车位。”王水生
告诉记者，如此一来，不仅为停放的车辆遮出一片清凉，还
把灼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促进村集体经济“阳光增收”，
可谓一举两得。

据了解，截至目前，黄田村已建设3处安装总量为320
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为村财增收10多万元。

光伏发电板不仅让“屋顶生金”，村集体“造血”功能大
大加强，也让党建公园、拓宽道路、架设路灯、休闲漫道等一
系列为民办实事项目，逐渐照进了现实，成为黄田村乡村振
兴的“金钥匙”。 （赖香珠 傅雅兰 黄奕群 张雅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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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安市石井镇的泉州芯谷南安科创中心项目施工现
场，一辆辆施工车往来穿梭，一个个施工人员挥汗如雨，推进着

项目施工如火如荼地进行。
项目负责人张滨洪告诉记者，项目今年计划投

资3亿元，由于疫情和雨季影响，15万平方米厂房预
计2023年下半年全面建成投用。

据悉，泉州芯谷南安科创中心项目总投资20.39
亿元，用地面积1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
米，规划建设标准厂房、孵化器、研发中心、创业平
台、服务中心、生活配套等。项目以“引领高新区科
技创新的发展、打造高新区未来的地标”为目标，以
化合物半导体芯片制造为发展主线，按照“引龙头、
招核心、补链条”思路，坚持“科创绿谷”理念，致力打
造成为集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都市新型服务中心、绿
色低碳人居典范三者于一体的芯谷智慧园。

此外，建芯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罗涛表示，该
项目厂房首层层高均为6.9米，荷载为1吨，符合中
小型企业入驻的基本要求，建成后可容纳50多家中
小型企业，起到一定的集聚效应。两期厂房项目全

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年税收1亿元。
（黄艺彬 黄奕群 文/图）

总 投 资 20.39 亿 元

泉州芯谷南安科创中心施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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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华镇黎阳村 9岁小女孩郑慧宣近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家去世。她
的家长毅然决定将女儿的遗体和眼角膜无偿捐献，用于医学教育、科学
研究等，女孩的眼角膜至少能让2位眼病患者重见光明。

外婆黄淑云悲伤地向记者讲述外孙女的坎坷一生。两岁那年，郑慧
宣突发高烧致脑部损伤，医治无果。因家境贫寒，一家人依靠低保艰难
维持生活。今年初以来，郑慧宣的身体越来越差，家人担心她将不久于
人世，便萌生了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

“我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女儿能健康成长，为了给孩子治病，不仅花
光了积蓄，还借了外债……”妈妈郑磊说，多亏了好心人的照顾，她们才
能撑过这么多年，对此她们一直心怀感恩。“把眼角膜捐给有需要的病
人，让他们重见光明，也算孩子没有白来世上这一趟。”

去年，郑磊和黄淑云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上登记了遗体器官捐
献意愿。 （黄睿超 周培煌）

南安市大新小学建成于 20世纪 90年代，服务大新村、石山
村及阀门基地等地群众 1 万多人，现有 12 个教学班，学生 620
名。“教室窄小、功能室欠缺、教学用房不足，学校操场面积仅
500多平方米，学生做操都放不开手脚。”该校校长洪礼安介绍。

对此，南安将大新小学改造列为重点项目，新建教学楼投资
估算总额1581.75万元，建成后有30个教室，可增加450个学位。

“昔日新房，今日危房，如不新建，实难为继。我们谨此向社
会乡贤志士、父老乡亲真诚倡议：全村动员，各界齐动……”2019
年，一封捐资倡议书引起轰动，2个月村里便募到600多万元。

“我先带个头，希望大家都动起来，共同为家乡教育出钱出
力。”大新村党委书记洪志谦带头捐资25万元，助力学校建设。

看到村中通往小学的土路坑坑洼洼，大新村乡贤洪振灿还
出资 80多万元进行修建……如今，在众人的助力下，一条宽阔
平坦的水泥路通往学校，正在新建的学校也即将成为孩子们的
学习乐园。

记者看到，在大新小学原教学楼不远处，五层高的教学综合
楼已完成封顶。“明年春季就能投用。”项目部负责人赵世钩介
绍。 （赖香珠 李想 杨君瑜 洪彩燕）

9 岁女孩因病去世

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乡贤村民接力捐资南安大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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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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