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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昨日上午，
2019年“海峡
杯”（翔安）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
厦门市大嶝中学棒球场举行了开
幕仪式。
此次比赛邀请了海峡两岸
16支棒球队300余人参赛，他们将
在翔安展开为期两天的精彩角逐。
本届赛事由中国棒球协会、
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体育局、厦
门市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指
导，翔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翔安区
教育局主办，厦门市棒垒球协会、
厦门鸿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厦门市大
嶝中学、厦门市再丰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协办。

此次比赛由台湾棒球教练吕
文生参与指导。中国棒球协会还
特派国家级裁判员郭玉石在大嶝
中学进行了本市首次二级、三级
裁判员培训并担任此次赛事的裁
判长，秘书长谢斌也专程参加开
幕式，体现了中国棒球协会对此
次赛事的高度重视。
2012年 大 嶝 中 学棒 球 场投
用，
大嶝中学被中国棒球协会确立
为 “中国棒球青少年后备人才培
养基地”。目前，翔安有十多所学
校开设软式棒垒球课程，
建立青少
年软式堡垒球队。
今年7月，
翔安有
9所学校被中国垒球协会命名为
“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

随着翔安棒球运动的普及和
发展，越来越多高规格、高水平棒
球赛事选择在翔安举办。
2015年，
由翔安区人民政府与国家体育总
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棒球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少年棒
球锦标赛以及与台北棒球协会联
合主办的“海峡杯”两岸青少年
棒球邀请赛在翔安举办。
“本届赛事将打造成海峡两
岸青少年的棒球盛宴。”翔安区文
化和旅游局局长蔡阿在告诉记
者，翔安正着力推动棒球运动在
两岸青少年中的普及和发展，吸
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推动闽台
棒球事业共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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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st<无人机升空，喊话
器的“大嗓门”瞬间镇住了“闹
事分子”。
7月16日，南昌铁路公
安局 “平安站车路、金盾护你
行” 警务实战演练汇报会在福
州举行，福建省公安厅、南昌铁
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及民
警代表共计300余人参加。
据悉，
厦门铁路公安处参演
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演练科目中，
警用无人机迅速升空，
配合地面
特警，快速对现场“闹事人员”
形成威慑。整场演练紧贴实战、

场面逼真，
不少过往旅客纷纷鼓
掌，
为特警队员和无人机的表现
点赞。
据了解，
“平安站车路、金
盾护你行” 专项行动将持续开
展到今年年底。行动中，厦门铁
路公安处将加强多警种合成作
战、
站车查缉、
安检查危、站车清
查，严格落实铁路治安问题“零
容忍” 机制和陆地公安联勤联
动、联防联控机制，严厉打击敲
诈勒索、
霸座卖座、
醉酒滋事、扒
堵车门等严重扰乱站车治安秩
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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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运用，昨日上午，厦门市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
0国家
标准宣贯会召开。
会上，
公安部网络信息安全
专家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
0国家标准的安全设计技术要
求进行了详细解读，部分企业和
行业代表对如何践行标准进行
了发言，
并分享了网络安全等级

!"#8%& 9:;<近日，
华福证券厦门湖滨南路营业部从
多家参评单位中脱颖而出，荣获
福建省 “2019年 -2021年省级
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据悉，该营业部成立于 1994
年，是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
厦门设立的第一家营业部，成立
以来，市场规模占有率长期位居
厦门地区前列。

自创建活动以来，华福证券
厦门湖滨南路营业部在公司党委
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指导下，把创
建“青年文明号”活动作为凝聚
青年、团结青年的有效形式，积极
落实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有关要
求，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在立
足本岗的基础上，将青号创建工
作与党建、投教活动相结合，深入
开展青春建功活动。

!"#$%
&'( )!"*+,
- (#"$%&'(!&'.
/01(&)%2'3
(!456789
:;8<=>?
@ABC$ DE
FGH+ IJKLMNOPQR
STUVT.WUDXYZ[\+
/]^_!`abcdefgh
i$jklmnopqr.

!"s+%+&t()*+*+,
- ()%,!&$&-. /
0 1 (&$% & ! 3 $
u5vwxy^
z{|+DEFG
H+IxyLMN
OPQRSTU
VT.}UDXY
Z[\+ /]^_!`abcd
efghi+ jklmnopq
r.
!"#$%&:$

{|}~o 0#1

+,-./0&!"#123
!"#$%& '() *+
, -./ 0#1 2345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2.
0国家标
准于今年 5月 13日正式发布，
这是我国网络安全保障策略的
一次重大升级。为使厦门各党政
机关、重要行业部门、企事业单
位、信息技术企业更好地了解、
掌握最新要求，
并尽快在工作中

Rabc $( defghijklZmno

保护案例和实践经验。
随着 等级 保护 制 度 2.
0国
家标准的颁布，全市公安网安部
门将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
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监
督、
检查和指导，督促各单位、各
部门逐步向 2.
0国家标准要求
过渡和实践，
不断提升网络安全
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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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
由意大利瓦伦扎珠宝创新
中心与玉术·李红（厦门）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该亚
国际珠宝艺术联合成立系列展
示活动于厦门璞尚酒店举行。为

进一步促进厦门与意大利瓦伦
扎市在珠宝文创方面的交流合
作，
意大利瓦伦扎珠宝创新中心
主席马西莫·巴巴多罗一行于7
月15日至17日访厦。
据介绍，意大利瓦伦扎市是

黄金之城，被誉为世界珠宝艺术
圣地，
而厦门的黄金珠宝产业发
展前景也相当可期。双方希望能
以该亚国际珠宝艺术联合成立
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珠宝文创产
!"#$%&$$
业方面的合作。

受委托，
定于 2019年 7月 26日 15:
3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9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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