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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人民群众识别和掌握防空警报信号规定，
增强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和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决定于2019年
4月21日组织全县防空警报试鸣。试鸣期间，请广大
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秩序。防空警报试鸣的有关事项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4 月 21 日 9 时 30 分至 10 时 03
分。

二、警报试鸣范围:全县16个乡镇。
三、防空警报信号规定:
1、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

钟；
2、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

钟；
3、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9年4月15日

闽清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组织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我社位于闽清县白中镇白中街463号，有一层沿
街店面二间面积约80平方拟予以出租，诚招承租人。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租赁期限：一年（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30日）

二、租金底价：年租金35400元，以后每年按10%
递增。

三、报名费1000元，投标保证金3万元。
四、报名及投标时间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4月30日
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五、其它事项及规定：
（1）限制经营国家规定禁止销售制作有毒、污染

产品。
（2）其他按合同条款执行。
六、联系人：徐先生18965035353
特此公告

闽清县白中供销合作社
2019年 04 月 16 日

招 租公 告

近日，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向社会重
点推出10条乡村游线路，32个乡村旅游
点，为市民及游客自驾游、旅行社组织一
日游、二日游提供重要参考。其中，为闽
清推荐的乡村游线路是：市区—高岗村—
东桥瓷天下海丝精灵谷。为闽清推荐的
乡村旅游点是：后垅村、下炉村、上洋村。

赏万亩杜鹃——高岗山
高岗，位于闽清县与古田县泮洋乡中直村接壤处，平均海拔1000多米，是一个面积

广阔的高海拔的高山草场。
每年的四五月，这里的杜鹃花簇拥枝头喧坡闹谷，使得山野变成一片花的海洋，成

就了“百里杜鹃盛世红”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
4月27日至28日，2019中国闽清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将在此盛大举办，开展包

括山地越野跑、自行车爬坡赛、自驾露营和徒步、特产展销等多项户外运动和活动。恰
逢万亩杜鹃盛放，户外运动爱好者们，还不约起？

“游”与“学”结合——海丝精灵谷
海丝精灵谷，为中国瓷天下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

情与无限创意、无限萌趣、无限欢乐的全国首创“海丝文创旅游景区”。
它以“小精灵带你体验数千年海丝历史文化与两万里海丝瓷路风情”为主

线，通过看五大创意爆品景观（两万平梦幻星空大地艺术画、九栋超豪华动物别
墅、一座名瓷彩窑、两座福建瓷屋、一个青瓷巨碗）；赏“三场海丝主题演艺+两场
精灵SHOW+亚非欧四地风情”；玩“新鲜与古早两极亲子游乐+亚非两地生活体
验+陶艺、古早、碟海星空三大文创DIY”；学众多海丝科普知识与拓展知识等多
种创新、趣味形式，带领人们游历奇妙的海丝旅程。

全区共有南海起航、海丝历险、星海奇遇、精灵村、非洲部落、梦回故里六大
板块，四十几个景点，寓教于乐、融创于玩，创造性、趣味性地展现了海丝瓷路悠
远、博大、神奇而又多彩的文化风情。

福州“小婺源”——后垅村
后垅村是我国著名肝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的故

乡。村庄风光秀美、碧水环绕、农田阡陌、陂渠纵横，素有“福州小
婺源”之称。

村里的老房子呈现出“白墙灰瓦马鞍墙”的闽清特色建筑风
格。随便走进一座民居，可能陈旧，但干净整洁，摆设有序。百年
老宅典利厝、功烈轩等厝内更是保持完好，别有一番清新典雅，古
色古香的风味。

它还是福州市控蔬菜基地，其中蔬菜种植面积1000多亩，盛产
西红柿、红芽芋、橄榄、油茶等农产品，其中云垅西红柿在福州市场
享有良好的口碑，目前正推进田园采摘、有机菜地等产业发展。

省级传统村落——下炉村
2015年获得“福建省传统村落”荣誉称号的闽

清白樟镇下炉村，拥有古代礼乐家陈祥道、陈旸墓
地、清代武状元詹绍安故居旗杆厝等历史文化古
迹。旗杆厝也因出过“父子三将军”“兄弟双黄埔”
而在下炉村成为荣耀的象征。

而今，白樟镇下炉村不仅有着传统文化，在“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上更是如火似荼。由马来西亚第
二代华侨刘兴顺先生回乡投资兴建的羊顺农场就
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典型。

2015年, 年逾60岁的刘兴顺先生怀着对闽清
这片故土的深情和眷念，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建羊
顺生态农庄。边建设边开发，现已有赏花、采摘、生
态餐厅等项目在营业，溪水景观区也初步建成，再
过四五年还有更多的农业休闲、养生、运动、体验等
项目将陆续建成，有望成为福州市民喜爱的又一度
假好去处。

远离城市喧嚣——上洋村
上洋村，西接山墩村，南邻永泰县姬岩风景区，背靠“八闽岳

祖”白岩山，享有“天然氧吧”之美誉。走进这里，村庄静谧祥和，青
山相映，绿水相依，碧空如洗，不时三五只鸟儿在荷塘起落，好一幅
世外桃源的风光。

2016年，上洋村被列入“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美丽乡村建设名
单，并被福建省旅游局评为特色旅游村。2017年，上洋村被列入福
建省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全县仅此一村。仅两年时间，上洋
村通过『着力“5个清楚”，亮化村容村貌；着力“两个特色”，力争产
业带动』让村庄变得有“颜”有“质”。

上洋村背靠的风景名胜景区白岩山，有108处惟妙惟肖的天然
岩景，类人类物。其中“骆驼峰”以其具形具神，在远近以骆驼命名
的山峰中最为形象生动。还有一线天、仙人迹等自然奇特景观，均
有着神奇而优美动人的传说。千年古刹白岩寺及白玉泉、一家仙、
达摩殿等名胜古迹，无不记录着八闽文明的精华。宋代理学大师
朱熹对白岩山情有独钟，曾多次登临并留下“八闽岳祖”的题刻。

（畅游闽清）

闽清这条乡村游线路被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
福州市区—高岗村—东桥瓷天下海丝精灵谷 后垅村下炉村上洋村

根据省委巡察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我司存在场地
招租不规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经研
究决定，拟将闽清县梅城镇梅溪路40号原车辆综合检
测厂房及周边空地进行公开招租，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招租范围及面积：
梅城镇梅溪路40号原车辆综合检测厂房（面积约

700㎡）及周边空地（面积约2000㎡）。
二、招租租期：五年。
三、经营范围：营运客、货车辆检测业务等。
四、招租方式：采取公开投标方式，最高标者为中

标。
五、竞租人资格要求：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并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且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

六、有意者可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7 点前来
电、来人与闽清县汽车运输公司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许主任 联系电话：0591-22332435
闽清县汽车运输公司

2019年4月16日

招 租通 告

参考消息网4月17日报道 港媒称，马来
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日前表
示，马来西亚热烈欢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
司。他表示：“华为继续在马来西亚投资，为马
来西亚人提供优质就业机会——这对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的长期利益是有好处的。”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15日报道，王
建民参观了该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全球培训中心
后说，他知道通讯与多媒体部将会尽职尽责，

“但从我这个部门的角度看，华为继续在马来西

亚投资，为马来西亚人提供优质就业机会——
这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长期利益是有好处
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我们与华为有着非常牢固
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位副部长说，他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把业务扩大到东盟地区，它们将“把马来
西亚视为……招聘、培训和部署人才的好地
方”。他还说，华为与明讯公司的合作是个“好
迹象”，体现了本地企业对其技术的信心。

马来西亚高官力挺华为：“有助于国家的长期利益”
据《福建侨报》 4月9日，“中商智库：东盟研究柬埔寨联络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举行揭牌仪式。中心首席顾
问、第13届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商智库理事长裴长洪教授，高级顾
问、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Liem soda，高级顾问、中澳企业家联合会
会长PETER WANG，高级顾问、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华商协会会长梁庆
良，中心主任、印尼《一带一路报》社长曾惠阳等及来自柬埔寨、加拿大
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企业家代表出席揭牌仪式。

据悉，“中商智库”是中国国家商务部属下的非盈利性新型智库，
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中国商务出版社共同发起成
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提供学术支持的政策咨询研究联盟，特别是
对国家的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研究参考和决策信息，同时
服务中国全国商务系统和行业的开放新型经贸智库。

曾惠阳长期热爱新型智库事业，加盟中商智库并接受中商智库委
托，依照柬埔寨当地法律规定申报注册成立中商智库的海外分支机构
——东盟研究柬埔寨联络中心，“中心”拟设立机构包括：东盟研究所、
柬埔寨研究所、“一带一路”国际交流部、四角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
事业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媒体传播中心、综合服务处、成员部
等部门。通过举办论坛、研讨会、出版白皮书等各种高端活动，为柬中
两国政府、商界、学界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建言献策，进一步推动柬中
两国“民心相通”工程建设
不断提升及持续深化。

柬中两国“民心相通”
工程建设再添精兵劲旅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原创歌剧《汤显祖》音
乐会，4月7日晚在悉尼歌剧院上演。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杰出的戏曲家、文学家，
其戏剧作品《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
记》合称“临川四梦”。因“梦”在每部作品中都
起到关键性作用，汤显祖宣称他的作品是“因情
成梦，因梦成戏”的产物。这些剧作已传播到
英、日、德、俄等国，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
品。

原创歌剧《汤显祖》由上
海音乐学院打造，运用西方
歌剧演绎框架，在戏剧、音乐
和舞美设计、表演等方面都强

化中国民族文化元素的运用。在音乐表现上，
将中国戏曲音调和民间小调与当代国际音乐语
境相结合，还运用不少中国戏曲（昆曲、采茶调、
淮扬戏和婺剧等）音调和民间小调，并在乐队中
增加一些中国民族乐器（曲笛、笙、唢呐、琵琶、
二胡和古筝）。当地观众在欣赏歌剧时，既能体
验到中国特色音乐的魅力，又能通过该剧了解
中国音乐、听懂中国故事。

《汤显祖》音乐会亮相悉尼

高岗山高岗山

海丝精灵谷海丝精灵谷

下炉村 白岩山

后垅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