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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下月18日在福州举办
王兴、张一鸣等互联网大佬将参会
东快讯（记者 齐榕）东南快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将于下月
18 日在福州举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
的一大新亮点在于王兴、张一鸣等多位
互联网领军人物将参会。每三年一届的
世界闽商大会迄今已连续举办五届，本
届大会围绕“凝心凝智凝力，创新创业创
造”主题，营造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据了解，大会主要活动有闽商大会
开幕式、闽商代表座谈会、主办单位领
导和嘉宾参观“6·18”展馆、闽商发展高
峰论坛和民营企业招商推介洽谈会
等。期间还将举办民营企业招商推介
洽谈会，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项目开展招
商推介。闽商代表座谈会将邀请闽商
代表围绕推动创新创业创造，建言献策
新福建建设开展座谈。大会开幕式将
对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建设者进
行表彰，举行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以及“闽商大数据”上线，
《闽商蓝皮
书》、
《闽商之歌》首发仪式等。闽商发
展高峰论坛将邀请国内知名经济学专

家 作 主 题 演 讲 ，与 会 闽 商 围 绕 闽 商 责
任、闽商作为、闽商发展等进行对话交
流。大会期间还将组织海外闽商在福
州围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5G 商用、区块链和光通信等新
产业新业态开展商务考察活动。组织
所在祖籍地和项目投资地的闽商代表
参加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项目对
接和招商引资活动。
据悉，参加今年大会的闽商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区，既有老闽商、老侨领，但
更多的是 45 岁以下的新生代闽商，新
经济组织、新阶层人士的邀请比例显著
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在闽投资的央企和
省外企业家也将参会；受邀闽商中，不
少来自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
源、芯片等新兴产业，也有不少是自由
职业的知识分子代表，王兴、张一鸣等
互联网领军人物也在受邀之列；大会将
围绕重点产业龙头项目和产业链薄弱
环节开展招商，引进一批具有引领性、
带动性强的好项目大项目，开幕式上还
将集中签约 30 个单项投资超过 10 亿
元的重大产业项目。

福州市区普高招收定向生最多可降30分
东快讯（记者 齐榕）昨日，福州市中
招 办 下 发 了《福 州 市 教 育 局 关 于 做 好
2019 年福州市优质普高定向生资格认定
工作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 2019 年福州市
区 9 所普高招收定向生最多可降 30 分。
据了解，2019 年福州市普高定向生
招生依然不另设志愿，与普高统招生志
愿代码一样，即具备定向生资格的学生
先参加统招生录取，如不能录取立即转
为定向生录取。招收定向生的优质普高
学校以当年向福州市区招收普高普通班
计划总数的 50%作为定向生指标，并根
据当年福州市区学校第一次初三中考报
名人数按比例分配到各初中学校。其
中，福州市区招收定向生的学校指：福州
一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二中、福州三
中、福州四中、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
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不过，根据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中考中
招工作的通知》，确保农村初中和无选择
生源的城区初中有一定比例学生录取优
质普通高中。

按照规定，定向生必须报普高批的
第一志愿 1A 才有效。定向生录取办法
为在第一次统招生第一志愿投档线下 30
分以内，以初中校为单位，根据学生中考
投档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未招满
的剩余指标调整为统招生指标，进行第
二次录取。定向生录取只降低中考投档
的总分，对综合素质等级评定、学校考查
科目、统一考试科目的等级要求不变。
定向生资格必须是户籍在本地（2019 年 5
月 10 日截止），
七年级至九年级三个学年
学习和学籍均在本地同一所学校的初中
应届毕业生（具体时间为：2017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23 日）。
“本地”的学生指
福州六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
安区、马尾区、长乐区），六县（市）区的学
生分别指福清、闽侯（含高新区）、闽清、
连江、罗源、永泰六个不同区域。符合定
向生资格的考生名单必须在学校内公
示，公示时间 5 月 15 日-5 月 17 日，公示
无误后，于 5 月 20 日前将信息上传至福
州市中招系统作为投档录取依据。

马尾区今年将新建9个农村幸福院
东快讯（记者 齐榕 通讯员 许琳晶
王彦）东南快报记者昨日从马尾区获悉，
目前，该区共完成 31 个农村幸福院建
设，今年还将建设 9 个农村幸福院。
据了解，建设农村幸福院是政府补
齐养老事业短板的一项举措，以行政村
为单位实行自我筹建、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各村根据实际情况，或在闲置校舍、
村委会闲置房屋、村民空闲院落等基础

上改建，或选址新建，并设立休息室、娱
乐室、阅览室、活动室、配餐室、餐厅等
“五室一厅”，为老人提供就餐服务、休闲
娱乐等综合性日间照料服务。马尾区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马尾区计划
新建 9 个农村幸福院，亭江镇 3 个（西边
村、盛美村、东盛村），琅岐镇 6 个（龙台
村、南兜村、群星村、云龙村、东红村、建
光村）。

马尾区最大新能源汽车快速充电站建成
东快讯（记者 齐榕 通讯员 许琳晶
王彦）东南快报记者 14 日从马尾区获悉，
位于马尾区体育馆外侧停车场的马尾区
最大规模新能源汽车快速充电站建设完
成，
30 个充电枪正式
“上岗”
，
该站点为全
方位、一站式的充电服务平台，为新能源

汽车主提供一小时快速充满电，免费停
车等快捷、实惠的充电服务，也填补了该
区域新能源汽车充电空白。据介绍，充
电站实行自助车辆充电，可执行刷卡、
APP 支付等多种消费模式，基础电价为
0.89 元每度，
近期活动价位 0.25 元每度。

国家统计局回应
“蔬果价格上涨”
：
不会持续在高位
就水果涨价趋势话题，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刘爱华 15 日表示，鲜菜、鲜
果明显受到极端天气季节性因素的影
响，这些季节性的短期冲击不具有持续
性，其价格的上涨也同样不会持续在一
个高位，
食品价格是有平稳的基础的。
国新办 15 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
猪肉、水果等食品价格上涨的预期比较
强烈，怎么看待这个趋势？下一步会不
会出现通胀？
刘爱华称，4 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 2.5%，涨幅比上个月上升了 0.2 个
百分点。个别品种同比涨幅有所抬升，
猪肉价格就是其中之一。拉动 4 月份
CPI 涨幅上升的因素除了猪肉之外，还
有鲜菜、鲜果，这三类项目当月同比涨幅
都超过了 10%，对整体 CPI 的影响程度
大概是在 0.2-0.4 个百分点之间，所以，
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的影响，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了 6.1%，比上个月上升了 2 个
百分点。
刘爱华指出，从目前来看，因为鲜
菜、鲜果受到的短期冲击不具持续性，猪
肉的价格从 2015 年以来已经持续 25 个
月下降，从上个月开始同比转正，刚刚两
个月同比转正，这种同比上涨具有一定
恢复性。从未来走势看，食品是很重要
考量的因素，未来通胀的形势首先看食
品，目前看粮油供应比较充足，价格也比
较稳定，为总体价格的稳定奠定了比较
好的基础。
刘爱华进一步指出，导致 4 月份上

涨比较多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猪肉价格
的上涨，另一个是时令性较强的鲜菜鲜
果受季节性影响比较大。分别来看，猪
肉价格是一个恢复性的，猪肉价格持续
两年多的下降，确实对养殖户的积极性
有负面影响，随着价格逐渐回升，养殖户
的补栏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
刘爱华称，经过一段时间，目前生猪
规模养殖也比较大，应该说生产能力能
够弥补供给的短缺和不足，实现猪肉价
格的平抑。再从鲜菜、鲜果价格来看，这
两个品种明显受到极端天气季节性因素
的影响，这些季节性的短期冲击不具有
持续性，鲜菜鲜果价格的上涨也同样不
会持续在一个高位。从这些方面来看，
食品价格是有平稳的基础的。
刘爱华表示，关于未来通胀，除了食
品之外还有两个，第一个是工业消费品，
国内产业体系比较完备，生产能力在很
多领域还是相对过剩的，所以供给能力
充足，工业消费品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
础。第二个是服务价格方面，服务价格
去年以来一直保持了平稳的涨幅，但相
对比较高。服务的供给这些年来经过政
府政策的大力扶持，民间资本的不断进
入，服务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比较快，从价
格上也有反映，虽然涨幅保持相对较高，
但是比较稳定。
刘爱华强调，总体来讲，不管是从食
品还是从工业消费品、服务来看，未来
CPI 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局面，物价平
稳有坚实的基础。
据中新网

我省调整夏季高温津贴标准 每人每月260元
东快讯（记者 齐榕）东南快报记者
昨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经省政府同意，决
定对夏季高温津贴标准进行调整。
按 照 规 定 ，本 省 行 政 区 域 内 的 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
），在每年
5-9 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
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不含 33℃）

的（以下统称高温作业），5 月份应当按
实际高温天数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6-9 月份应当按月或按实际高温天数
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
职职工高温津贴的具体发放标准为：按
月计发的，每人每月 260 元；按天计发
的，每人每天 12 元。用人单位发放的
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
低工资标准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