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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气温25℃～32℃。（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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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

本报讯（记者 黄芳宾 赵昕玥）22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林宝金，市长吴贤德
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冷伟
青，中铁南方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穆亦龙座谈，双方就深化对接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

林宝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客人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上海电气集团、中铁
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发

展表示感谢。他说，当前，福州正秉承弘
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
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坚持“3820”战略
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重点建设六个城、打响五大国际品牌、
实施九大专项行动，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
为福州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希望
上海电气集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继续发
挥行业领军企业优势，在清洁能源、智能

制造、产业园区开发等领域与福州深化合
作，同时积极牵线搭桥，帮助我们引进更
多项目更多人才，补强产业链条、做大产
业集群，助力做大做优做强省会。我们将
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支持企业在榕开拓市
场、壮大产业，实现共赢发展。

冷伟青、穆亦龙一致表示，福州是有福
之州，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发展势头良好。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对接福州发展需求，深化合作领域，完
善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能源电力、综合交通、
海上福州、市政工程、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项
目建设，助力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上海电气集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顾治强、
金孝龙、肖铁贤、万忠培等，市领导林中麟、
张定锋、兰文参加座谈。

林宝金吴贤德与上海电气集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客人座谈交流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

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
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
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

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
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
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国广大
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
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本报讯（记者 黄芳宾
赵昕玥）22 日，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林宝金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工作小
组第八十七次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
信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
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
意见。

会 议 指 出 ，习 近 平
总书记9月9日在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整治
形式主义等作了具体部
署 ，我 们 要 深 入 学 习 领
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
实。要坚决落实“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重要要求，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扎实做好“两稳一
保一防”，切实抓好信访
维稳、安全生产、金融和
房地产风险防范等工作，
以安定稳定的经济社会环
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要持续深化作风建
设，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反

“四风”的规律特点和工
作要求，结合开展“转作
风、强服务、办实事、促发
展”行动，加强对基层的指
导和服务，确保抓严抓实，抓深抓细，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致第七届中
国—亚欧博览会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
的贺信，为我们做好外事工作、加强对外交流、促进经
贸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落实中央“一带一路”
建设部署要求，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合作，
加快推进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用好侨台、国际友城
等资源，提高对外经贸合作质效。要维护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聚焦 16 条重点产业链，系统梳理堵点卡
点，推动强链延链补链，强化产业链招商，提升产业链
协作水平。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防和
军队改革研讨会的重要指示、致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
活动的贺信精神，忠诚履行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继续落
实好军地联席会议等制度，传承弘扬拥军优良传统，切
实解决好驻榕部队官兵后顾之忧。要持续加强全民国
防教育，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爱国拥军浓
厚社会氛围。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甘
孜泸定县6.8级地震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防震减灾

“十四五”规划，提升地震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完善应急
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切实提升我市防灾减灾能力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审议了《福州城市形象标识管理使用办法》，
要求进一步加强使用管理，大力推广应用，加大宣传力
度，努力把标识打造成为福州靓丽名片，不断提升福州
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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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店仔”，掀起积分兑换热潮；一
辆火车，变身“网红”打卡点；一份认领清
单，促进乡村建设快马加鞭……当乡村
振兴战略的东风吹进长乐区猴屿乡，新
机遇、新面貌、新方法频频显现，让这座
百年侨乡蝶变新生。

积分制促进乡村环境变好
在猴屿，“店仔”人气火爆。近日，张

村村民黄依姆走进沿街一家挂着“店仔”
招牌的便利超市，拿出 10元积分券，兑
换了一瓶洗洁精。“在‘店仔’，积分能当
钱来用！”

“店仔”是猴屿乡今年新打造的“连
锁”积分兑换超市品牌。猴屿下辖 4个
村，设有 5家挂牌“店仔”，沿街设店，方
便村民就近兑换物品。“在福州话里，‘店
仔’就是食杂小店的意思，村民可以凭借
房屋整治、垃圾分类等获得的积分，到

‘店仔’兑换生活用品。”猴屿乡乡村振兴
工作相关负责人说。

10分兑换一个扫把、15分兑换一提
鸭蛋……兑换簿上，满满当当记录了村
民兑换的物品。“这次用的是我上回评上
星级文明户攒下的积分。”黄依姆一边签
字，一边乐呵呵地说。

“小积分”激发“大能量”。在积分制
带动下，猴屿乡村民热情高涨，更加主动
地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让乡村

面貌变了模样。
猴屿村内，千米长的门嘴溪蜿蜒向

前，鱼翔浅底，水清岸绿。不久前，这里
刚开展一场“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志愿
活动，乡干部、村居干部、村民齐心协力
清理垃圾、搬运杂物，对河道进行整治提
升。

今年以来，猴屿乡河长办共组织党
员志愿者、华侨志愿者等各类群体约
1500多人，相继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
园”“六清一改”等清洁行动 28场，清理
农村垃圾12吨。

随着全乡大力推进乡村建设“五个

美丽”活动，越来越多“小而优、小而精”
的美丽庭院、微景观、小公园、田园等在
猴屿乡串联成景，为当地探索农文旅融
合发展催生新的增长极。

农文旅项目不断“上新”
“请问‘猴屿号’绿皮火车在哪里？”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期待一睹
其真容。

这辆停靠在猴屿村的“猴屿号”火
车，自去年“五一”假期落地以来，始终人
气不断。它生产于 1986年，车厢内引入
了咖啡轻食等餐饮业态，是猴屿乡别出

心裁、精心打造的旅游点之一。游客悠
闲品茶、唱歌、喝咖啡，别有乐趣。

“在这片火车文化街区，我们将对闲
置房屋进行开发，引入餐饮、住宿、剧本
杀等新业态，各项配套设施还在不断‘上
新’。”上述负责人说。

今年元旦，猴屿乡还打造了集旅游
观光、亲子休闲、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
的侯遇房车文化营地。一到节假日，往
往一“房”难求。

猴屿还深度挖掘文化基因，细琢之
后珠玉成。如今走进侨批展示馆，泛黄
的批信、发皱的汇票揭开尘封过往，细数
家国情长；前往张村，参观 53名常春藤
学子故居、“一门五哈佛”张见銮家、“龙
凤四杰”张君秀家，体验学子求学路。

经细致规划、打造，猴屿乡将“盆景”
连成“风景”。茂丰、飞思农庄绿畦连片，
近海湿地水草丰美，孕育生态美景；绿皮
火车、房车营地涌动新鲜活力；以“侨”为
媒，可在侨批展示馆、侨家大院开启一场
跨越时空的对话。

无限风光中，“山海交响·振兴的力
量”、“一封家书”侨批展等一场场活动接
连举办、集聚人气，成为猴屿发展全域文
旅的有效方式。去年以来，猴屿乡开展
系列活动 53场，接待游客近 50万人次，
一度沉寂的百年侨乡又热闹了起来。

（下转2版）

长乐区猴屿乡充分挖掘文旅资源，让村民深度参与乡村振兴——

百年侨乡日日新
本报记者 蓝瑜萍

依山沿江的猴屿乡依山沿江的猴屿乡。。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

走进工地摸实情、进校访企解难题、
倾听民声谋发展……今年以来，福州高
新区积极落实市委《关于推动“万名干部
下基层”常态化长效化的实施意见》，持
续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让治
理和服务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为加快
建设一流大学城和东南科学城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

扎牢为民之根
千名干部进千企

“项目产能如何？”“二期进展顺利
吗？”日前，在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魏
邦仲的带领下，“千名干部进千企”专项
调研活动小组成员来到福建福顺高芯微
电子有限公司，实地察看企业建设、设备

安全、设备调试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
求，全力提供精准服务。得知企业明年
将投产并批量生产，集成电路生产需要
双回路电力保障，调研组一行当即表示
将全力做好各项配套服务，为企业生产
经营保驾护航。

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弯腰。今
年以来，高新区党工委将落实《实施意
见》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对标文件要求，树牢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意识，共推动
73名科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挂钩联系
96家企业兼任党建工作指导员。

访基层，听心声，话发展。为了帮
助企业提质增效、做优做强，由高新区
经济发展局牵头，区农林水局、区城乡
建设局等部门相互配合，抽调业务骨干
配合市、区领导帮扶企业，开展“千名干

部进千企”专项行动。挂钩联系干部定
期深入企业，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助
发现、掌握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并
对复杂问题“一企一议”，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扎紧实干之根
项目一线解难题

日前，由福州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承建的省重点项目——中国福建光
电信息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闽都创
新实验室）基本竣工，即将进入装修阶
段。不久后，一座国家级“光电航母”将
在这里“扬帆启航”。

重点项目
顺利推进，离
不开建设者的
辛勤汗水，也

与各级干部长期奔走一线密不可分。在
D区 3号楼施工过程中，使用方临时提
出需要调整部分楼层的层高。工期紧，
如何协调解决？长期奔走在项目一线的
区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科（行政审批科）负
责人郑朝贤立即多方协调，召集高新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建设局等多个
部门进行“联合会诊”。于是，业主单位
申请总评变更，各部门按程序加速审批，
并对施工中的变更进行指导，保证施工
质量和效率两不误。

实验室需提前进场二次改造，涉及
规划和消防验收等环节，怎样在确保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下转2版）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福州高新区推动“万名干部下基层”常态化

本报记者 张笑雪 通讯员 洪见文 王桂凤 汪炜娜

万 名 干 部下基层
长乐吴航街道

激活红色引擎
加码幸福生活

8版

市工信局

挺起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硬脊梁”

3版

福建省“中国农民丰收节”
福州主会场活动今日举办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郑泓）23 日迎来秋
分节气，也迎来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2022福建
省“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州）主会场活动今日在永泰县
嵩口镇中山村举办，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充分
展示八闽大地特色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

作为省市活动的主会场，永泰主会场活动欢庆部分
将分为“庆丰收”“感党恩”“向未来”三个篇章进行，同时
开展“庆丰收”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汇聚福州各县（市）区
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旅产品，并依托农产品电商平台，实
现农产品同步在线销售。

此外，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也将举办丰富多
彩的丰收节庆祝活动。接下来，2022中国（福清）鳗鱼文
化节、福州（闽侯）橙榄文化节、2022年罗源菌菇文化节
将接连举办，让人们共享丰收喜悦、留下丰收记忆。

（相关报道见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