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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璟華

（晉江水少塘）
逝世於一月廿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三樓靈堂
擇訂一月廿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出殯  

楊龔麗英

（晉江亭店）
逝世於元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國家殯儀館
（NATIONAL）三樓三○六號靈堂
爰訂元月廿八日（星期六）上午八時出殯

林劉玉華（南安梅山林坂裕興）
逝世於一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吳為力

（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
逝世於元月廿六日
現設靈於故里石獅市後垵村本宅
擇訂元月廿七日入殮
擇訂元月廿九日出殯

李國銓家屬捐
香港培僑菲校友會福利

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

常務顧問李國銓學長（原籍石獅洋山寶塔

鄉），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七

時十七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享壽

七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等秉承令先尊之精神，愛護關

懷支持校友會，者番遭逢此事，化悲痛為義

舉，特別捐獻本會菲幣三萬元，充作福利

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黃俊麒捐
英林洪氏家族總會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僑商黃俊

麒先生尊夫人、亦即本會前辦公室秘書洪麗

明女士，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四日凌晨零

時五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有六

齡。妝臺月冷，愴惜同深！越元月八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殯禮期間，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黃俊麒先生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

善福利，今雖遭此斷弦之苦痛，內心哀淒之

際，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將親友致贈

之賻儀，移捐本會菲幣伍仟元，充作福利金

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

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黃俊麒捐
旅菲英華同鄉會

旅菲英華同鄉會訊：僑商黃俊麒先生尊

夫人、亦即本會前辦公室秘書洪麗明女士，

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四日凌晨零時五十八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有六齡。寶婺

星沉，哀悼同深！越元月八日（星期日）下

午五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殯禮期

間，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黃俊麒先生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

善福利，今雖遭此斷弦之苦痛，內心悲傷之

際，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將親友致贈

之賻儀，移捐本會菲幣伍仟元，充作福利金

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

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黃俊麒捐
英林鎮各鄉聯合會

菲律濱晉江巿英林鎮各鄉聯合會訊：

僑商黃俊麒先生尊夫人、亦即本會前辦公室

秘書洪麗明女士，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四

日凌晨零時五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年

五十有六齡。婺星匿彩，惋悼同深！越元月

八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出殯，荼毗於聖國

聖樂堂。殯禮期間，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黃俊麒先生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僑社

慈善福利，今雖遭此斷弦之苦痛，內心悲慟

哀毁之際，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將親

友致贈之賻儀，移捐本會菲幣伍仟元，充作

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黃俊麒捐
菲華英湖玉山聯鄉會
菲華英湖玉山聯鄉會訊：僑商黃俊麒

先生尊夫人、亦即本會前辦公室秘書洪麗明

女士，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四日凌晨零時

五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有六

齡。婺星失輝，愴悼同深！越元月八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殯禮期間，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黃俊麒先生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

善福利，今雖遭此斷弦之苦痛，內心悲傷之

際，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將親友致贈

之賻儀，移捐本會菲幣伍仟元，充作福利金

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

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奕渠丁憂
菲律賓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常務理事奕渠宗長令尊吳為力老先生，不幸

於二○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

七時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石獅市寶蓋

鎮後垵村，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

擇訂於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

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宗

誼。

吳樹哲丁祖父憂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文

教主任吳樹哲令祖父大德望吳府五代大父為

力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早上七時（農曆正月初五）與世長辭，享壽

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設靈

在石獅市寶蓋後垵村，正月初六日入殮，正

月初八日出殯。

本會聞耗，吳為力老先生往生極樂世

界，修文赴召，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吳樹哲孝思純篤，必定

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

哀順變。

吳奕渠丁憂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總商會吳理

事奕渠先生令尊吳為力老先生，不幸於二○

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七時逝

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現停樞於石獅市寶蓋鎮後垵

村，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擇訂於

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出殯，

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吳奕渠丁憂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地區主任

吳奕渠學長令尊吳為力老伯父，於二○二三

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七時逝世於

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

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擇訂於元月

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出殯，安葬

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吳奕渠丁憂
菲華石獅睦鄰聯鄉總會訊：本總會吳副

會長奕渠鄉賢令尊吳為力老先生，不幸於二

○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七時

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

現 停 柩 於 石 獅 市 寶 蓋 鎮 後 垵 村 ， 元

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擇訂於元月

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出殯，安葬

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吳奕渠丁憂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常務理事奕渠宗長令尊吳為力老先生，不幸

於二○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

七時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石獅市寶蓋

鎮後垵村，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

擇訂於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本宅

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宗

誼。

菲律濱擁正義方聯誼社訊：本社保管主

任吳奕渠同志，令尊吳為力老伯父，不幸於

二○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七

時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本宅，

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入殮，擇訂於元月

二十九日（星期日）在後垵村本宅出殯，安

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社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持禮節敬輓花圈，以表哀思，而

盡社誼。

吳奕渠丁憂
菲律賓中國商會訊：本會常務委員吳奕

渠先生令尊吳為力老先生（原籍石獅市寶蓋

鎮后垵村），原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副行長。不幸於農曆壬寅年正月初

五日上午七時，仙逝於家鄉石獅市后垵村，

享壽八十有九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故里石

獅市后垵村本宅，正月初六日入殮；擇訂於

正月初八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並獻上花

圈；望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新春「脈動」湧現新動能
——江西促經濟春節一線見聞

新華社記者郭強、余賢紅、賴星
園區裡吊臂揮舞、廠房內機器轟鳴、特

派員入企服務、招商會接連不斷……春節期

間，走進江西不少園區企業，只見一派重大

項目不停工、重點企業不停產、招商助企不

停步的繁忙景象。

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江西GDP邁上3萬

億元台階，增長4.7%。新年伊始，江西又以

只爭朝夕、奮勇爭先的拚搏姿態，努力推動

經濟強勁開局，續寫紅土地高質量發展新篇

章。

超六成10億元以上重大項目不停工
春節期間，江西宜春時代新型鋰電池生

產製造基地，依然忙碌不已，近百名工人放

棄回家過年，力爭讓這一投資上百億元的項

目盡早投產。

「留崗工人有3倍工資，伙食也很好，

大伙幹勁很足。」分包項目的管理人員張良

說。

這樣忙碌的場景出現在江西不少園區企

業。春節前夕，江西專門下發通知，出台政

策推動和保障重大項目不停工、重點企業不

停產。

在南昌，海立電器全球13家工廠中投資

規模及產能最大的南昌海立電器有限公司，

1400餘名員工堅守在生產線上，趕製比2022

年同期增長20%的訂單；

在贛州，富士康(贛州)智能製造項目施

工現場，1100多名員工重點推進裝修裝飾、

機電安裝等，力爭一期一標段在2023年2月初

全面交付；

在萍鄉，從事智能房車製造的江西賽納

威製造有限公司，飛速運轉的數控機床、來

回舞動的機械手準確無誤地完成物料切割、

焊接、制板等工序……

「據不完全統計，春節期間，江西投資

10億元以上重大項目中65%不停工，為經濟

強勁開局奠定了基礎。」江西省工業和信息

化廳投資計劃處處長劉運明說。

新春「脈動」中湧動著新動能
記者走訪發現，春節不停產、不停工的

熱潮中，湧動著江西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大項目、大企業落地，強勁動能加速釋

放——

春節期間，在總投資300億元的吉利(贛

州)42GWh動力電池項目現場，投產不久的自

動化生產線24小時不間斷運轉。

吉利、格力、比亞迪、寧德時代……越

來越多的行業巨頭落戶江西，為江西經濟發

展注入強勁動能。江西省統計局辦公室主任

胡九根說，2022年江西大型企業增加值增長

12.1%，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比2021年提高

19.5個百分點。

科研院所平台聚集，創新動能加速蓄

積——

正月初六，江西贛縣區，中國科學院贛

江創新研究院人才小區項目現場，近百名建

設者在工地進行砌築施工，力爭在今年底交

付一期工程。「這一項目的建成，將有助于

吸引更多高端科研人才的落戶。」贛縣區區

長劉文彥說。

中國信通院江西研究院、中國工業互

聯網研究院江西分院、國家虛擬現實創新中

心……越來越多的科研院所平台聚集，推動

江西經濟提質增效，2022年全省戰略性新興

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

別達27.1%、40.5%。

買全球賣全球，開放動能加速迸發——

春節期間，在江西上饒的晶科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不少工人在趕製訂單，產品銷往

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該公司計劃物控部

總監李濤英說，目前，公司2023年訂單的飽

和度已達50%以上，春節期間不停工為一季

度訂單交付提供了有力保障。

服務不打烊 招商不停步
「熊總，聽說咱們有批加急訂單，有什

麼需要政府部門解決的嗎？」

大年初三，南昌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

特派員陳玉英一大早就來到自己所掛點的企

業，瞭解企業生產經營上的困難，並協調有

關職能部門及時解決問題。

在重大項目不停工、重點企業不停產的

同時，政務服務也不打烊。江西要求，各地

將重大項目、重大企業、重點園區納入走訪

範圍，及時協調解決項目建設、企業生產經

營中遇到的困難問題，確保企業、項目正常

運轉。

贛州經開區招商局幹部張昆說：「春節

期間，我們向重點企業派駐首席服務員，保

障企業用工、用電、用水、用氣等需求，讓

企業心無旁騖抓生產。」

應急管理部：春節假期全國安全形勢總體平穩
新華社北京1月27日電記者27日從應急

管理部獲悉，截至當日19時，春節假期全國

安全形勢總體平穩，未發生重大以上災害事

故。

春節假期期間，應急管理部動態分析研

判風險隱患和災害事故形勢，及時調度部署

安全防範工作。針對四川瀘定縣5.6級地震

等災害事故和突發情況，應急管理部會同相

關地方和部門及時調度部署應急救援和調查

處置工作。各級應急管理部門深入大型綜合

體、高層建築、餐飲場所、商場市場、旅遊

景區等人員密集場所開展安全檢查服務，排

查礦山、危化、消防、工貿等重點行業領域

安全風險，推動強化交通、旅遊、建築、燃

氣、特種設備等行業領域和不停工重大建築

工程的安全監管檢查，嚴肅查處違法違規行

為。針對春節期間出現的全國大範圍雨雪降

溫大風天氣，各地應急管理部門認真落實與

有關部門的信息共享和協調聯動機制，加強

災害預警、風險提示和防災避險指引，提前

做好預案、物資和技術保障等應急準備。

北京文旅市場強勁復甦 
春節假期接待遊客712.8萬人次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電　記者27日從北京

市文化和旅遊局獲悉，今年春節假期，北京

接待遊客總數712.8萬人次，同比增長6.2%，

恢復至2019年的88%；旅遊總收入74.6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57.6%，恢復至

2019年的91%；人均消費1047元，同比增長

48.4%，較2019年增長4%。

春節假期（1月21日至27日），北京遊客

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區（地區）是王府井、

前門大街景區、南鑼鼓巷、頤和園、北京藍

色港灣、圓明園、樂多港假日廣場、天壇公

園、北京首創奧萊休閒驛站景區、中糧·祥雲

小鎮。

節日期間，北京鄉村游累計接待遊客

134.1萬人次，同比增長54.4%，比2019年增長

22%；營業收入16289萬元，同比增長18%，

比2019年增長51%。

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會同各區及相關

企事業單位策劃推出「2023歡樂春節暢享京

城」主題系列活動。其中，北京市87個劇場

舉辦線下營業性演出共計174台1061場，吸

引觀眾21.7萬人次，票房收入3363.5萬元，演

出場次、觀眾人數、票房收入同比分別增加

38.2%、64.4%、27.1%。

旅遊商圈成假日出遊消費熱點。春節假

期，在全市重點監測的158家旅遊景區（地

區）接待人數相對2019年同期下降的情況

下，旅遊收入比2019年增長19%。旅遊商圈

類綜合消費體超越傳統旅遊景區，佔據全市

旅遊接待人數前十名榜單的絕大多數。

廣州南站單日
開行列車創紀錄

中新社廣州1月27日電　記者27日從中國

鐵路廣州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鐵

集團」）獲悉，1月27日（正月初六）是春節

假期最後一天，廣鐵集團迎來節後返程客流

高峰，廣州南站當日開行列車1148列，刷新

建站以來歷史紀錄，與2019年同期相比增長

28.7%。

廣鐵集團預計，27日發送旅客173萬人

次，與2022年春運同期相比增加31.7萬人次，

增長22.4%。

恢復到2019年春運同期的95%，為2023

年春運旅客發送量單日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