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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蓝与白，是福建省福清核电站的两
大主色调。坐落于福清市三山镇的海滨
之畔，蓝天白云、碧波万顷是厂区内随
处可见的美景。与“谈核色变”的刻板
印象不同，福清核电站的生产清洁、安
全、高效，绘就一张蓝天白云碧海交相
辉映的核电发展蓝图。

保安全：厂房罩上“铁布衫”

2015年 5月 7日，由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首
堆示范工程，正式落地福建福清核电。
走近“华龙1号”工程，只见整片工地吊
塔林立、一片忙碌，准备装配“华龙 1
号”的 5 号机组核岛安全壳已经接近封
顶，和旁边采用二代改进型技术的4号机
组核岛相比，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块
头”，明显“胖”出了好几圈。

“这是给我们的厂房披上了双层‘铁
布衫’。”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国才形象地比喻。在“华龙 1
号”的安全设计中，加入了防范大飞机

恶意撞击一项，特别采用了内外壁结合
的新型独特设计，“外壳能够抵御外部灾
害的袭击，内壳则可以维护整个防御厂
房的完整性和密封性。”陈国才介绍。

事实上，双层安全壳只是“华龙 1
号”全球领先的安全技术指标中的一项
——反应堆采用的177堆芯，不仅可使发
电功率得到提升，也降低了堆芯线功率
密度，提高了安全性；反应堆采用单堆
布置，优化了核岛厂房布置，从而更好
地实现了实体隔离。“核电运行最重要、
最基本的原则是确保反应堆始终处于安
全运行状态。”陈国才强调。

防灾害：从0.2g到0.3g的飞跃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后，核电站能
否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成为
公众关注焦点。对此，福清核电交出令
人安心信服的答卷。

“以引发福岛事故的地震因素为例，
‘华龙 1 号’抗震设计基准提高到了 0.3g
加速度，在二代改进型机组 0.2g 加速度

的指标上再次提高 0.1 个数值。”福清核
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薛峻峰介绍，看
似小小的 0.1，实际上是极高水平的提
升，“0.3g 的加速度相当于可以抵抗 9 级
以上地震，使得电站在极端外部事件
中，可以保证整个反应堆的安全。”

除了外部风险，内部风险的防范也是
保障核电安全的重要环节。为此，“华龙 1
号”首次明确提出了“能动+非能动”的安
全设计理念。薛峻峰介绍，以往的核电站
执行安全功能主要依靠能动安全系统，电
厂一旦发生事故，首先要停堆，之后再把
反应堆的余热带走。福岛核事故之所以发
生，就因为反应堆虽然关停，但外部电力
缺失，热量没有及时导出来，最后造成堆
芯熔化。“华龙1号”在设计中，除了传统能
动技术，还增加了自然循环、重力等非能
动系统，实现在无需电源支持的情况下，
也能保证反应堆安全。

重细节：所有通话须重复3遍

不仅最新建设的“华龙 1 号”，福清
核电站在建设伊始就始终把安全放在首

位。“我们在项目建设最初，进行厂址选
址时就充分考虑到安全问题。”福清核电
有限公司环境应急处处长黄鸿介绍，福
清核电厂三面环绕的都是浅海，不满足
海啸发生需要有近千米水深的条件。国
家地震局还对整个区域进行了地质情况
分析，确保机组设计能够达到安全标
准。福建近几年经历的最强台风是今年9
月在厦门登陆的‘莫兰蒂’，按照核电设
计的安全标准，还未达到启动应急措施
的级别。

从建设伊始的精心选址，到日常运
行的每个细节，安全同样始终被摆在第
一位。

稍稍观察福清核电的员工，不难发
现他们的一个特殊习惯——电话沟通必
须往来答复确认 3 遍。“为了防止人为因
素导致操作失误，我们要求远程通话必
须‘三向沟通’，这已成为核电工作人员
的职业习惯。”黄鸿说。防人因失误，是
核安全内容的重要一项。福清核电定期
开展防人因失误的职工技能培训，包括
知识竞赛、实际操作，涵盖生产流程的
各个环节和多种情境。

本报福州12月15日电（记者
钟自炜）“原来需要 5 个工作日，
现在只要3小时。我注册的公司就
可以进入实质运作了。”12月 6日，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服务中
心内，前来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的王
鸣海频频点赞。王鸣海填好信息采
集表并通过审核后，3 小时内他就
领到了“三证合一”的商事主体营
业执照、公章及相关材料。

从“跑断腿”到“马上办”，
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并创造了“平潭速度”，
这正是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的着
力点之一。

2015 年 7 月，《福建省全面深
化改革典型经验复制推广工作方
案》 出台，确定了包括平潭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在内的第一批 14 个
全面深化改革典型经验。“14个典
型经验就是 14 个激发改革活力的
种子。”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以点带面，改革“种子”的
挑选尤为关键。翻开 14 项典型经
验名单，从泉州推进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综合改革，到厦门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机制，再到三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涉及经济、社会、文
化等多个层面，始终坚持站位全
局、服务中心。“从确定改革典型经
验伊始，我们始终围绕改革总目标
统筹谋划，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
最突出问题改起，从百姓最期盼的
领域改起。”该负责人说。

在抓好改革试点的同时，福
建注重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让改
革试验田孕育的“种子”扩散传
播、开花结果。

今年6月，来到三明市沙县行
政服务中心办理投资审批的投资
商们发现，原本一个多月的办理时
间，如今不到一周就能拿到批复。

“我们学习了福州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经验做法，专门设立了投资项

目并联审批窗口，集中统一受理投资申请，审批效
率大幅提高。”沙县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福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是福建省 14项
典型经验之一，目前此项改革已在漳州、泉州、
三明等 7个城市复制推广。“更为可贵的是，各地
市在复制推广中结合当地实际，不断推陈出新。”
福建省深改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有的进一步调整
清理市级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有的全部取
消了市县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有的则建立行政
审批效能督查机制。

在推广复制中打造改革“升级版”，福州经验
在全省的发展路径，恰是福建复制推广工作全面
启动、多点突破的一个缩影。“改革成果并非一枝
独秀，而应连线成面，形成矩阵效应。” 福建省
深改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福建通过推广改革好经验，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也进一步激发了基层的改革信心
和创新精神。目前，第一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经
验已在福建全省各地市复制推广为80个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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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乌龙茶的故乡暨福清黄檗印象》 摄影
展近日在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据了解，影展选取了旅日中国摄影家冯学敏
赴福建拍摄的 62幅作品，展示了乌龙茶、煎茶等
制茶传统工艺、福建风土人情等，受到日本观众
的关注。图为冯学敏拍摄的福建永定初溪土楼。

（马 文）

东京举办福建摄影展东京举办福建摄影展

本报福州电 （潘园园） 日前，
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综治办和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等 8 部门联合下
发通知，从即日起至 2017年底，在
全省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
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
动。力争到 2017年底，将所有农村
留守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杜绝
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现象，有效
遏制监护人侵害留守儿童权益行
为，以此保住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
全的底线。

据悉，专项行动的重点对象是

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
监护能力、失学辍学、无户籍和患
病、残疾的农村留守儿童。通过落
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临时监
护、控辍保学和户口登记等 5 方面
责任，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创
造良好环境。

《通知》 明确，学校、幼儿园、
医疗机构、村 （居） 民委员会、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
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落
实强制报告责任，在工作中发现留
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

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
监护责任等情形的，应第一时间向
公安机关报告。村 （居） 民委员会
按“边排查、边发现、边报告”原
则，随时将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
监护能力或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等
重点对象的有关情况向公安机关报
告。强制报告责任主体未及时履行
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上
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将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闽将农村留守儿童纳入监护范围

据中新社永春电（孙虹）“白鹤
拳是永春籍华侨华人难忘的乡愁印
记。”日前，在福建永春出席电影《徒
弟》新闻发布会的马来西亚永春会馆
青年团团长宋曜强说，这部即将在马

来西亚取景拍摄的白鹤拳题材电影，
不仅能引起海外游子的共鸣，也能让
更多人了解白鹤拳，了解闽南文化。

当天，青春功夫喜剧电影《徒弟》
主创集体亮相永春。该片出品人兼制
片人周将哲表示，影片已筹备两年
多，期间剧组深入走访了闽南地区、
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等地，深感华人世
界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认同和重

视。“至今仍有很多华人后裔坚持练
习中华武术，也不断有弟子返乡寻
根、拜师学艺。”该片导演冯万里说。

永春白鹤拳系清朝顺治年间少
林拳师方种的女儿方七娘在福建永
春所创。300多年来，白鹤拳渐渐走
出永春，已传播到世界 50多个国家
和地区，成为中华武术传播最广的
优秀拳种之一。

据了解，电影 《徒弟》 将于本
月启动在闽南地区的拍摄，随后赴
马 六 甲 、 吉 隆 坡 等 地 取 景 拍 摄 ，
2017年在全国院线上映。

福建省档案局筹备选送的福建侨批档案随国
家档案局代表团12月初赴印尼，并在雅加达展出。

展览以中国国家档案局和印尼国家档案馆档
案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框架，以“中国印尼社会文
化关系”为主题，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福建
侨批展示，第二部分为“印尼华侨社会文化生
活”，展出印尼国家档案馆馆藏有关华侨华人相关
档案 39件，引起印尼人民特别是广大华侨华人的
强烈反响。

荷属东印度群岛 （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是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间很多中国人的移民目的地。
中国移民的出现，给印尼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带
来了巨大影响。

2016 年，印尼国家档案馆成功将 《亚非会
议》史料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亚非会议》文献是
中国印尼共同合作、见证历史进程的珍贵史料。
近年来中国国家档案局和印尼国家档案馆开展世
界记忆项目，力求将这些珍贵的馆藏资料完整保
护、加以宣传并取得实效。国家档案局副局长王
绍忠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再现历史，让更多的印
尼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了解两国友好交往
历史，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印尼国家档案馆馆长穆斯塔瑞·伊勒万表示，
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对外开展商贸与宗教活动，
明朝时，印尼与中国关系达到顶峰，中国文化与
印尼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使得中国文化至

今仍对印尼文化影响深远。
专家指出，中国印尼有关华侨华人档案的对

接展出，有效彰显了侨批档案作为福建重要文化
品牌和世界记忆遗产的魅力，生动再现了 19世纪
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移居东南亚各国、特别是移
居印尼的闽籍华侨华人的生产生活，充分展示了
闽籍华侨华人参与发展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见证了中华文明与印尼文明之间，持续不断
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 （据中新网）

相关链接▶▶▶
侨批 （在闽南或潮汕方言中将“信”称

为“批”），又俗称“番批”“银信”，专指海
外华侨华人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
的汇款或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
传载体。广泛分布在福建、广东潮汕地区和
海南等地。因此，华侨华人与家乡的书信往
来便被称之为“侨批”。

福建侨批档案赴印尼展出
叶建强

福建泉州泉港区沙格边防派出所、肖厝小学、泉港义工协会近日联合
举行“同守碧海良港，共护美丽家园”环保志愿活动。图为志愿者在肖厝
港清理岸边废弃物和海漂垃圾。 刘泽阳 夏仰峰摄影报道

同守碧海良港 共护美丽家园

永春筹拍功夫喜剧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