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缪星）昨日，记者从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春节假期期间（1月
21日至27日）我市道路水路春运客流量
达13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政策
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春运，客流可能呈
现前分散后集中态势。根据当前春运面
临的形势和压力，市交通运输局精心部
署、全力备战，全市组织2391辆客运班车
（其中旅游客车603辆）、1059辆公交车、
1771辆出租汽车、43艘客船参与春运40
天运输，打造平安畅行暖心“春运路”。

同时，该局还做好全市2843名客运
从业人员健康监测，在严格个人防护的
情况下保持在岗，并强化路网保障，组织
188名养护人员巡查公路1238公里。全
市辖养 11 条国省干线公路、9 个公路服
务区正常运行。

1 月 28 日，记
者从屏南县文体和
旅游局获悉，截至1
月27日，该县春节
假日期间共接待游
客 14.5 万人次，同
比增长55.91 %，实
现收入11579万元，
同比增长 55.63%。
A级景区全面有序
开放，文化和旅游
活动安全有序，尤
其是周边乡村游备
受青睐。图为路下
乡芳院村。

本报记者
叶陈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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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燕燕、吴守直夫妇遗失女儿
吴若希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U350233890。声明作废。

挂失人：郭燕燕 吴守直
2023年1月29日

本单位（原福建省周宁县旅游事业局）遗失单位收
款票据（三联）一本，注册号码：闽财（2001）票字第4号，
票据号码：00110551—00110600。声明作废。

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
2023年1月29日

陈海、陈良静夫妇遗失女儿
陈潼埼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350188099。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海 陈良静
2023年1月29日

吴菊英、阮锦祥夫妇遗失儿子阮
金 国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I350188489。声明作废。

挂失人：吴菊英 阮金鑫
2023年1月29日

遗失
声明

受委托，兹定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在福鼎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交易大厅（自然资源局办公大楼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
标的：坐落于福鼎市桐山街道中山中路 566 号、564 号、562 号、558
号、552 号市纪委办公楼第一层沿街共 5 间大小店面的三年租赁使
用权（分为 5 个标的）。原承租人如有报名参拍，在同等价格条件
下，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否则视为放弃优先权。有意竞买者请与
我司联系，标的展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及缴纳竞买保证金截至
2023年2月9日17时。

联系地址：福鼎市海口路21号二层，联系电话：0593—7962210、
13950508222、18959338868，联系人：陈女士、曹女士。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月29日

拍 卖 公 告

国家电影局 28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23年春节档票房达67.58亿元，取得
我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的成绩。其中，

《满江红》以26.06亿元票房成绩领跑，《流
浪地球2》21.64亿元票房位列次席，《熊出
没·伴我“熊芯”》《无名》《深海》《交换人
生》排在票房榜第三至六位。

综合观察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它
们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展现出我国电影
市场的强势复苏，引发观众观影热潮。

再现国产科幻电影魅力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上映，其宏
大的冰雪奇观、精彩的故事讲述收获观众
诸多好评。今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继续
追求新的尝试与突破，探索国产科幻电影
发展更多可能。

从故事发生时间顺序看，《流浪地球
2》可以视为《流浪地球》的前传。影片聚
焦地球开始“流浪”之前，展现太阳危机初
期，人类携起手来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
经历。

气温骤降、巨浪翻滚、陨石来袭……
伴随故事推进，《流浪地球 2》呈现太空电
梯、月球残骸坠落地表等诸多精彩的视觉

特效。“通过采用3D打印、数字车床、激光
雕刻等技术，影片道具生产更有效率、制
作更为精细。”导演郭帆说，“我们还尝试
用技术手段雕琢不同年龄阶段人物面部
状态的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逼真，故事
讲述更具感染力。”

关于影片的文本创作，郭帆介绍，近
年来，关于虚拟世界、元宇宙的讨论越来
越多，因此《流浪地球 2》引入了“数字生
命”概念，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更
多探讨。

“动作场面与特效更加抓人”“故事内
核很动人，展现了国人的价值观”……连
日来，不少观众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
观影体会。

“影片通过恢弘的画面，呈现了宏阔而
精密的未来科技设施，营造出令人震撼的
视听力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
德祥说，“《流浪地球2》具有所必须具备的
质感，也展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新高度。”

凝聚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今年春节档多部影片呈现出浓厚的
家国情怀，凝聚起向上的精神力量。

电影《满江红》通过“悬疑+喜剧”手法

讲述一群小人物忠肝义胆的人生抉择，进
而引出岳飞名篇《满江红》。导演张艺谋
表示，我们希望电影能传递对历史、对中
华文化的感悟，在充满喜剧元素的故事讲
述中，直抵主题，抒发情怀，释放出感人的
力量。

“《满江红》胜在情节饱满，这正是当
下主流观众的审美需求。”上海大学上海
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说。

来自山东的滕浩波看完影片后表示，
《满江红》悬疑色彩充分，演员表演令人印
象深刻，转场和配乐很有特色。这些要素
都极大增强了影片艺术魅力，使其更富有
情感冲击力。

程耳导演的《无名》则具有鲜明的个
人风格。影片以抗战时期地下谍战为背
景，讲述奋战在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故
事，展现他们不畏牺牲、甘于奉献的精
神。有观众点评：“《无名》使用了倒叙、插
叙等多种叙事手法，情节发展丝丝入扣，
后劲儿很足。”

营造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

喜剧和动画电影历来是春节档常
客。今年上映的《交换人生》《熊出没·伴

我“熊芯”》《深海》等影片，收获了不俗的
票房成绩。

其中，《交换人生》充满奇幻色彩，影片
既有令人捧腹的故事情节，又传递出家庭
的温馨与关爱，与春节档档期特点相契合。

作为多年陪伴大家过春节的熟面孔，
一直以来，“熊出没”系列大电影都贯穿活
泼向上主题，也结合当下流行元素寻求突
破，今年上映的《熊出没·伴我“熊芯”》同
样不例外。影片聚焦爱与亲情，用科幻想
象呼唤温暖陪伴。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
《熊出没·伴我“熊芯”》在制作水平上有了
更多提升，在创作上打开更广阔的视野，
通过融入科技元素满足了现代观众对视
听表达的新需求。

此外，动画电影《深海》讲述现代少女
误入深海的冒险之旅，通过将水墨技法与
三维技术结合，呈现与众不同的中国动画
之美，实现审美与技术的高度融合。纵观
近年来推出的国产动画电影逐渐摆脱“低
幼向”创作，观影群体不再局限于“小手拉
大手”，对成人观众也形成较强吸引力，更
突显出老少咸宜的特色。
□ 新华社记者 王鹏 许晓青 魏婧宇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2023年春节档：

再现国产科幻电影魅力 凝聚昂扬向上精神力量

1月28日，春节假期后上班首日，记
者在福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看到，所有对
外服务窗口均已开放。咨询服务台处，
工作人员耐心为办事群众提供引导、查
询、取号等服务；工作人员身着制服，整
齐在岗，为群众提供细致服务。据了解，
福安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设置有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社会事务审批、产权交易等
6类功能区，目前共有65个行政事业及
公共服务单位、40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
日均人流量超3000人次。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陈雅芳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映红 通讯员 沈楚钊）日前，记
者从市财政局获悉，2022 年，宁德市政府采购预算
金额34.16亿元，实际中标金额32.55亿元，政府采购
规模较上年增长 37.2%，占全市财政支出和预计
GDP的比重分别为8.5%和0.9%。

据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全市政
府采购服务类采购规模增长迅速，货物、工程、服
务采购规模分别为 12.05 亿元、4.24 亿元和 16.26 亿
元，占全市政府采购规模的 37.0%、13.0%和 50.0%，
增幅为 18.5%、13.1%和 65.9%，特别是保障政府自
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
务项目占比增长迅速。分散采购规模占比持续
上升，2022 年政府分散采购规模为 15.69 亿元，占
全市政府采购规模的 48.2%，5 年内提高了 31.1 个
百分点。公开招标采购仍占主导地位，公开招
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
一来源采购分别占全市政府采购规模的 55.2%、
0.7%、17.1%、16.3%、4.4%和 1.2%。政府采购政策
功能作用显现，在节能环保产品采购方面，全市
采购节能、节水产品 1.37 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
模的 92.2%；优先采购环保产品 1.73 亿元，占同类
产品采购规模的 90.9%。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
全市政府采购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 22.29
亿元，占全市政府采购规模的 68.5%，授予小微企
业合同金额为 16.67 亿元，占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
金额的74.8%。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坚持强化监督管理和优化
营商环境相结合，不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市场
主体权益，采取多项有力举措，扎实完成政府采购新
任务。

2022年宁德市政府采购
规模突破 30亿元大关

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记者 叶昊鸣 樊
曦）记者 28 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
专班了解到，2023 年春节假期（1 月 21 日至 27
日），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约
2.26 亿人次。

具体来看，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约 5017.4 万人
次，公路共发送旅客约1.62亿人次，水路共发送旅客
约 486.8 万人次，民航共发送旅客约 900.6 万人次。
全国高速公路总流量约3.15亿辆次，其中小客车流
量约3.06亿辆次。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任沁沁）记者从
28日举行的全国移民管理工作会议获悉，国家移民
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加强移民管理与服务，加快推进
现代移民治理体系建设，奋力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
代化。

据了解，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五年来，科学规
范、专业高效的移民管理新体制全面建立，符合时代
要求、适应斗争需要的业务建设扎实推进，队伍革命
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捍卫国
家政治安全、维护口岸边境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成绩显著。

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门
边境稳定。加强口岸边境安全防控，严密防范严
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严厉打击妨害国
（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纵深推进“三非”问题治理，
全力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健全完善移民管
理政策法律制度规范，全面推进安全管控系统建
设、现代信息科技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现代移
民治理体系建设。

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深化移民管理服务改
革创新，全力促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实施
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移民管理政策，推进移民管理
领域制度型开放，不断提高移民管理政务服务水
平。全面提升专业人才规模质量，着力锻造堪当时
代重任的高素质过硬移民管理队伍。

2023 年春节假期全国
共发送旅客约2.26亿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

加快推进现代移民
治理体系建设本报讯（李国镔 杨远帆 翁舒悦）1月

28日下午，古田县在美丽的翠屏湖畔举办
主题为“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的2023年健康古田新春徒步行活动，吹响
新一年工作“集结号”。

2022年，古田县抢抓机遇、实干争先，
经济总量排名从全省第35位上升到第32
位；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
生态文明示范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等多个国字号荣誉；全县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
位居宁德市第一。

在此基础上，古田县以当日上午召开
的全省“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动员部署会暨重大项目推进会视频
会议为契机，组织全县处级、科级干部和

“四下基层”实践锻炼青干班学员代表共
500余人，徒步行走9公里，以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号召全县上下以昂扬的
斗志迅速投入到全省“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中去。

“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举

办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提振全县干部群
众干事创业精气神，让大家以良好的精神
面貌，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全
身心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更好地为

‘五个古田’建设作贡献。”古田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余兰说道。

春节后上班首日

古田县开展新春徒步行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1 月 28 日，市委组织部
召开全市组织工作务虚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
惠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惠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组织系统围绕中心
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进“组织工作创优年”
活动，深入实施“八项行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
展新成效。她强调，全市组织部门要紧紧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认真按照全国
组织部长会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以更高的
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系
统谋划推进今年组织工作，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
实落地、开花结果。要坚持巩固优化提升，持续深
化党员干部“凝心铸魂”“赛场选马”等“八项行
动”，做到每项工作都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干，使
求解的问题更优解，出手的工作更出色。要坚持
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传承弘扬“四
下基层”优良传统，优化量化考评机制，改进推进
方式，形成争先创优、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增
强系统集成、守正创新的工作理念，强化政策、力
量、成果集成，挖掘提升各地好经验好做法，打造
更多具有闽东特色的组织工作品牌。要带头实施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增强争优、
争先、争效的意识，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推动组
织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组织工作引领保障高
质量发展。

全市组织工作务虚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