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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宁德基地项目投产 打造新能源新高地
9 月 28 日，上汽集团乘用

车宁德基地项目竣工投产暨名爵
eHS 插电混动下线仪式在宁德市
举行，推动福建机械装备制造业
转型升级，带动新能源汽车全产
业链发展，助力福建成为东南沿
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省长
唐登杰，省委常委、秘书长郑新
聪，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宁德
市长梁伟新，上汽集团董事长陈
虹等上汽集团领导，共同出席活
动。 　　

“宁德人民又抱上了一个
‘金娃娃’。”福建省委书记于
伟国表示，希望上汽集团、宁德
时代新能源继续发挥龙头引领作
用，帮助对接更多优质配套企业
集聚落地，并在更多领域拓展合
作，携手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新
高地，在建设“电动福建”中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 　　

上汽集团乘用车宁德基地项

目总用地 6879 亩，主要布局车
型为荣威、名爵等品牌新能源和
传统能源乘用车。

整车项目一期总投资约 50
亿元人民币，实际产能 30 万辆、
达产产值约 300 亿元，二期预留
同样规模产能，全部建成投产后，
含配套商项目，年产值可达近千
亿规模。 　　

上汽集团乘用车宁德基地项
目是宁德市唯一的整车项目，也
是福建省目前设计产能最大的新
能源乘用车生产项目。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表示，
今天竣工投产的上汽宁德基地，
将进一步完善上汽战略布局，
也将更好服务宁德市经济社会发
展。

目前，首批 30 家配套供应
商已同步完成建设并投产，形成
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为当地创
造就业岗位近万个。
  叶茂 / 文

1961 年，63 岁印尼归侨汤
松园随父母回国，先期安置在
福建厦门市同安的华侨农场，
1965 年安置到宁德市东湖塘华
侨农场。

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东
湖塘华侨农场在宁德三都澳畔
创建，由归侨与当地民工数万
人填海筑堤围垦而成，先后安
置了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
地归侨 4000 多人。

“当时，东湖塘是一片汪
洋，没有路，出行都靠船。”
回忆起当时的苦日子，汤松园
仍记忆犹新，一家八口人挤在
不到 30 平方米的矮小石头房
里，平时吃的都是地瓜米。

“相当穷，吃白米饭就是
一种奢望，现在的孩子根本想
象不到。”汤松园说，每天都
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就有肉吃，
有新衣服穿了。

为解决归侨侨眷的住房需
求，当地政府先后投资建设三
期“侨居造福工程”，在“东
侨”建起了一个有 786 套公寓、
总面积达 67892 平方米的华侨
新村，新村内公园、健身器材、
运动场所等设施齐全。

汤松园一家人住进了华侨
新村 140 余平方米的新房，家
中平板电视、冰箱等家具一应
俱全，吊灯将宽敞的大厅照得
明亮。

“儿子工作稳定，还生了
两个孙女，和以前的生活相比，
真的是天差地别，已经很知足
了。”汤松园说。

1985 年起，汤松园一直从
事公安工作，2016 年退休后，
于去年 6 月担任华侨新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推动了小区公园、
道路“白改黑”工程等基础设
施建设。他说，想发挥余热，

帮助居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汤松园 31 岁的儿子汤涛，
2010 年退伍后回到东湖塘华侨
农场项目开发科工作，妻子在
企业做会计。“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现在就希望家人身体健
康。”汤涛说。

汤涛 6 岁的大女儿汤梓馨，
就在离家不远的蕉城实验幼儿
园就学。“每天都很开心，可
以和好多小朋友玩。”汤梓馨
满脸笑容。

当前，东侨经济技术开发
区已形成锂电新能源、生物科
技、电机电器、食品加工等产
业集群发展的格局。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祥祺
表示，依托锂电新能源产业集
群，开发区正全力打造锂电新
能源小镇。
 吕巧琴 叶茂 林春茵 / 文

在 临 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想起了
1952 年国庆节前夕那个难忘的
情景。

那一天，我与 100 多位难
侨乘上娜维的货轮，在南海漂
泊了七个昼夜后到达广州市的
日子。我很清楚，那个锣鼓喧
天的气氛迎接的不仅仅是普通
老百姓，还是祖国的同志加兄
弟。

我们真的回家了，回到自
己的祖国了。

到今天，转眼已经 67 年了。
在这期间，我们所见的现实，
所经历的坎坷与艰辛，换来了
美好幸福的今天。

可别忘了，这是祖国人民
和中国共产党的爱民爱侨所带
来的结果。我和当时一起回国
的同志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我 们 见 证 了 祖 国 如 何 从 无 到

有，从落后到先进，从弱到强
的全过程。

我刚到闽东时，区、县、
乡之间的通道都是泥石路，从
福州到福安先乘车后乘船，走
路爬山，越过连江半岛又乘船
到赛岐再走路，三天才到达福
安。

老百姓的住房基本上都是
土木结构的草瓦房，人民生活
极为贫困，衣着不蔽体，三餐
不见肉菜，不少家庭仅靠一碟
咸虾苗度日。

历经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
是在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
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民安居乐
业。

祖国的今天，高楼大厦代
替了过去的土木房，跨越江、

河、海的网状高铁、高速公路
星罗棋布。往日从广州到闽东
霞浦乘火车、乘船、乘客车加
走路，一个星期还到不了，现
在乘动车只要七八个小时。

更让人敬佩的是，农村绝
大多数贫困老百姓都摆脱了贫
困，过上了好日子。过去，我
在银行上班，月工资几十元，
勉强糊口度日；现在，国家月
供养老金近万元，医疗费用全
报，家庭生活开销已不用再担
忧。

身处其境，我分享着祖国
所赐于的晚年幸福生活，感慨
万分。今天，我为我们回国 67
周年祝福，祝愿在世的归国难
侨与祖国人民幸福安康，美满
幸福，安度晚年！

祖国母亲，我为你骄傲！
我为你祝福！    
 黄国民 / 文 

近日，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在
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
举行。

一直支持当地考古工作的
原宁德市政协主席郑民生表
示，希望宁德市明史研究会坚
持建文帝出亡宁德的研究，并
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
突破、提升研究成果，进一步
证明建文帝在宁德的历史。

600 多年前，明朝第二位
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朱允
炆在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成
为未解之谜。

2008 年，上金贝村在修路
时偶然发现一个颇有规模、形
制奇特的神秘古墓葬，被疑为
明朝建文帝陵寝。

随后，关于古墓主人的身
份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学者蜂
拥前来考察研究，中国历史上

的“建文帝之死”谜案再度引
关注。

十余年来，宁德建文帝研
究小组先后发现了疑为建文帝
随身携带的五爪金 龙云锦袈
裟、“国母亭”600 年特异文
化现象、建文帝亲信大臣郑洽
之墓、建文朝武将余六府墓葬、
千 尊 天 冠 佛 像、“ 当 京 皇 帝
万万岁”龙头神祗牌等一系列
遗址和文物，有力佐证建文帝
出亡宁德之说。

宁德市社科联主席邱树添
表示，宁德市明史研究会集中
了一批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
要汇聚这个力量，充分发挥优
势，加强对闽东明史文化资源
的深入研究、系统梳理和整体
发掘，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不断探索具有闽东特色的发
展之路。
 吕巧琴 叶茂 / 文

一个“三代同堂”归侨家庭的幸福新生活

难忘 67年前的那一天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成立
促解“建文帝之死”谜案

图为仪式现场。   叶茂 / 摄

图为珍藏于支提山华严寺的明代云锦袈裟（五爪金龙紫衣袈
裟）。经鉴定，系明朝朱元璋御用之物。 吕明 / 摄

【归侨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