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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万 名 干 部下基层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陆上瓜
果飘香，海上“硕果累累”。眼下，
连江“海上牧场”迎来多重喜——
数十万尾类野生大黄鱼和 5万多
亩三倍体牡蛎大丰收；我市首次
引进的虎斑乌贼试养成功，加快

“游”上餐桌；全省首台套渔旅融
合养殖平台“闽投 1号”安家定海
湾，“海上福州”秋收画卷正在铺
展。

作为全国水产大县，连江县
水产品总量稳居全国第二、全省
第一。如何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经
济，全面激活海上福州潜力，促进
乡村振兴？连江给出答案——全
力打造水产种业“连江芯”，持续
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引进优
质水产品种，持续推进“百台万
吨”深远海生态养殖工程，实现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引进大黄鱼良种
工业化思维养殖

踏着夕阳的余晖，渔民吴传
清一行登上盘踞在定海湾的钢铁
岛屿“定海湾 1号”深远海养殖平
台，从巨大的网箱中捞起鲜活大
黄鱼，按品相进行挑拣，分类装入
保鲜箱……连日来，他频繁往返
于家和平台之间。

“大丰收！这条鱼重约 1.5公
斤，每公斤市场价200多元。”吴传
清指着一条刚从海中捞出的大黄
鱼，向记者分享丰收的喜悦。据
悉，一个养殖平台年产优质大黄
鱼200吨以上。

由于定海湾地处闽江、敖江

入海口，咸水与淡水在这里交汇，
水质标准达到国家标准二类以
上，成为大黄鱼的“跑马场”，也是

“百台万吨”项目的试验田，“振
渔”“定海湾”“泰源”等系列深远
海养殖平台接连落户，加快打造

“从原产地养殖到销售到餐桌”的
一站式供应链环节。

“养殖平台中的大黄鱼在大
海中搏击捕食，以海中纯天然的
小鱼小虾为饵料，与近岸箱养的
大黄鱼相比，肉质更加紧实，清甜
鲜嫩。”大黄鱼经销商陈群表示。

除了以工业化思维推进“海
上粮仓”建设，连江还在全省率先
引进“岱衢族”大黄鱼优质种苗，

为创立“定海湾”大黄鱼品牌打好
基础。

此外，深远海机械化鲍鱼养
殖平台“福鲍1号”也喜获丰收，总
产量超过4万公斤。

三倍体牡蛎丰收
经济社会效益双赢

九月的定海湾格外热闹，有
渔民在落日余晖中捕捞大黄鱼，
也有渔民在东方既白时抢收三倍
体牡蛎。

连日来，连江渔民林哲同早
早驾船来到定海湾养殖牧场，将
吊养在海里的一串串三倍体牡蛎
打捞上船，运到码头分拣、清洗、

包装后装上大货车，销往全国市
场，“三倍体牡蛎不仅产量高，而
且卖相、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
一公斤最高可以卖 16元，是传统
二倍体牡蛎的10多倍”。

省级科技特派员王为刚介
绍，与普通二倍体牡蛎相比，三倍
体牡蛎生长速度提高30%以上，而
且肉质好，糖原含量高。“除了较
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很显
著。”王为刚说，由于三倍体牡蛎
性腺发育弱化，不会因为生殖细
胞的排放干扰海区野生自然种
群，在降低海区富营养化和提升
海洋碳汇能力上也具有重要作
用。

据连江县海渔局统计，目前
连江渔民养殖的牡蛎主要分布在
定海湾、罗源湾、松芦湾以及黄岐
半岛外围海域，面积 5万多亩、产
量 18万吨，其中深远海养殖的三
倍体牡蛎面积 1万多亩、产量 4万
多吨。

虎斑乌贼试养成功
打造水产种业“连江芯”

丰收的喜悦还在传递——近
日，我市首次引进的虎斑乌贼在
连江安凯乡沙澳村试养成功，市
民有望在近期品尝到这一透骨新
鲜的海上珍品。

今年6月，沙澳村通过市海渔
局向宁波大学及浙江水产育苗企
业购买了数千只虎斑乌贼苗。

“投放时仅硬币大小，养了 3
个月，已长到成人手掌大小。”养
殖户杨丹彬表示，相较其他品种
的乌贼，虎斑乌贼个体大、生长
快，肉质鲜脆爽口，上市价格一般
在每公斤 120元至 160元。此外，
虎斑乌贼的壳是药材，墨囊具有
抗癌作用，内脏浸取物可制作价
格不菲的水产饲料诱食剂。

作为全国水产大县，新一轮种
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建设已成为
连江水产种业振兴“驱动轮”。连
江将以鲍鱼、海带、大黄鱼、对虾、
三倍体牡蛎等优势品种为重点，加
大力度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和
现代种业基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助力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
牌。

机器轰转、纱线飞舞，福建金
鑫纺织厂偌大的生产车间内，几
台“全自动络筒机”上下飞转，生
产线上见不到几个工人。“多亏了
党建工作指导员李雪玲，纺织厂
实现从‘织造’到‘智造’的蝶变。”
金鑫纺织厂厂长李培伟说。

为响应我市“万名干部下基
层”行动，长乐区工信局副局长李
雪玲主动请缨，成为两新党建引
领队的一员，下沉金鑫公司，指导
企业开展党建、宣传惠企政策、协
调发展难题、提供贴心服务。

“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党建
指导员。”金鑫纺织厂综合办主任
林秀清说，一直以来，企业都想通
过产业升级解决用工难题，但苦
于缺乏相关人才的专业指导，吃
不透相关政策和要求。

“企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用
工难题，必须向数字化转型。”李
雪玲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明确
解题思路。为确保企业在转型过

程中用足、用好、用活各项惠企政
策，她积极到现场走访调研，摸排
技术改造需求，帮助企业最大限
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

在政策扶持下，金鑫纺织厂
加大技改投入，陆续引进4套全自
动络筒机。“原本一套设备需要16

个人同时作业，现在只要2个人就
可以了。”李培伟表示，数字化改
造不仅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
降低工厂成本，还在工艺流程上
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推动企业提
质增效。

一方面，李雪玲深入企业送
政策，疏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

点”；另一方面，她推动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为企业发
展注入“红色生产力”。

“我们要将党建课堂搬到生
产车间，引导生产一线的党员当
好技术改造上的‘领头雁’，带动
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在李
雪玲的指导下，企业开展“车间比
武”“党员带头促生产”等活动，在
生产车间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
带头创新攻关、稳产保供。

刘想新画图设计，制作出省时
省力的小推车；邱居祥动手改造，解
决了工厂空调导管问题……一个个
金点子提出、一个个小发明落地，党
员们在岗位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
用。

“在党建引领下，职工的干劲

更足了，红色文化融入车间的日
常生产管理，不仅提高了车间的
生产效率，也促进了企业的凝聚
力和创造力。”林秀清说。

李雪玲还是企业和职工的
“贴心人”，为方便随时答疑解惑，
她特地组建了“长乐区工业和信
息化服务群”，群成员包括全区
40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

“李雪玲总是不厌其烦地解
答企业的问题，帮助企业用足用
好政策，让我们十分感动。”对于
李雪玲的贴心服务，李培伟竖起
大拇指点赞。

“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互促
双赢”，这是李雪玲一直以来的职
业信念，她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

海上“多重奏”“牧场”大丰收
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让连江海洋经济迸发新动能

本报记者 林文婧 严鑫 通讯员 其法 兴威

长乐区工信局副局长李雪玲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

政策送上门“织造”变“智造”
本报记者 余少林 见习记者 唐蔚嫱

中新国际高新企业
（福州）基地将落户上街

本报讯（记者 严鑫）在昨日举行的首届
中国（福建）-新加坡国际高新企业合作发展
峰会上，“中新国际高新企业（福州）基地”项
目和“丰树福州智慧供应链及配送产业园”合
作项目签约，合同金额达41.3亿元，为闽新合
作注入新动能。

中新国际高新企业合作（福州）基地将落
户闽侯上街“城市科创走廊”的均和云谷·东
南科创总部，将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推动中新
产业技术合作。

今年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元年，新加坡是福建省高质量对接实施
RCEP的深耕国别。“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
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过去8年，新加坡均
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加坡驻厦门领
事馆总领事吴俊明表示，期望加强与福建的互
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

我省基本形成五级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本报讯（记者 林奕婷）记者从昨日召开
的“牢记使命 奋斗为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我省不断推动“覆盖城乡、结构合
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并实现旅游集散服务中
心的县域全覆盖。

目前，全省建成公共图书馆 96家、文化
馆 97家，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113家，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6000多家，全省
超过 80%的县级及以上图书馆、文化馆达到
国家三级以上标准。

我省实现191家公共文化场馆错时延时
开放，创新布局“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公
共文化新型空间733家。着力打造“百姓大舞
台”“乡村音乐会”“经典诵读”等群众文化活
动品牌，每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近万场，
参与群众7000万人次以上。

2021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4.07亿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894亿元，分别为 2012
年的 2.38倍和 2.49倍。今年上半年，全省接
待国内外游客 1.95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112亿元，分别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 91.8%
和73.7%，恢复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定海湾定海湾““海上牧场海上牧场””。（。（连江融媒体供图连江融媒体供图））

李雪玲李雪玲（（右二右二））深入企业了解企业需求深入企业了解企业需求。。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少林摄余少林摄

本报讯（记者 林榕昇）昨
日，市委文明办第二次召开文
明单位（校园）约谈会，约谈近
期文明交通工作落实不到位的
18家文明单位（校园）相关负责
人。

会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2022年上半
年文明交通工作落实不到位的
文明单位（校园）参评对象的电
动自行车人员交通违法情况，要
求限期整改。各单位与会负责
人纷纷表态，将切实履行文明单
位（校园）社会责任，加强对全体
人员文明安全出行的管理培训
和宣传教育，加强本单位人员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培训学
习，组织本单位人员定期开展自
查和通报，带头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做文明有礼福州
人。

提升交通秩序是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
重 要 指 标 ，是 群 众 关 注 的 热
点。市委文明办主要负责人表
示，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是各级
单位中的先进代表，是文明创
建中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应当
在文明创建中走前头、作表率，
带头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带头在文明城市创
建中创先争优。

“建章立制，不仅是为了确
保文明交通工作落到实处，更是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文明是最
好的‘平安符’。各单位和学校
要加强文明交通宣传教育工作，
从领导班子成员到普通员工，从
内部人员到家属家长，都要提高

认识，树立文明交通意识，从自
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早日杜绝
交通违法情况。”市委文明办主
要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市委文明办将在
今年的中央、省、市级文明单位
考评中继续增大文明交通宣传
教育工作的考核比重，工作不
到位的单位从重扣分，并予以
通报批评。市委文明办将与交
警部门定期通报文明单位、文
明校园交通违法违章情况，问
题突出的将严格按照《福州市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管理办法》
等文件要求，进行约谈、通报批
评、扣分、取消参评资格、降级
等惩治。

百年侨乡日日新
（上接1版）

党员认领项目解决难题
9月，田间风吹稻浪，传递丰收的喜悦；乡

间小道上，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岭寺畲族文化
村、康桥文化街区、象屿 1978、番客文化街区
等项目也在“拔节生长”，建设速度胜过以往。

项目推进加速，源于党员认领。“各村支
部书记带头，引导村‘两委’干部、乡村致富带
头人等主动认领，发挥人熟、地熟、事熟优势，
促进项目建设、民生等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猴屿乡党委组织委员许洋洋说。

张村党支部书记张臣志主动认领“康桥
文化街区项目”。面对设计有争议、群众不理
解等问题，张臣志多次与项目承接单位交流，
领着他们实地考察，上门解惑，架起沟通的桥
梁，顺利推进外立面整治等工作。

党员干部挑大梁，认领项目促建设，这是
猴屿乡今年以来的收获之一。一份认领清
单，清楚地列出时间、进度、催办人等，绘明项
目“作战图”，带动岭寺畲族文化村、象屿全国
忠义名村等一大批乡村振兴项目加快建设，
并将于年底完工。

党员认领热情高，为乡村建设注入新动
力。猴屿乡海外华侨有 3.3万人，在党建引
领、党员号召下，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在家
侨眷侨属参与乡村治理。

今年，多支新组建的侨胞志愿服务队活
跃在乡内各处，积极参与防疫等工作，深度参
与猴屿建设，见证猴屿实现高颜值、高质量发
展的蝶变。

（上接1版）作为经常深入项目一线的
专家型管理者，福州高新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振兴立即向上级
反馈，并进行协调沟通。在福州高新
区管委会统一部署下，高新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城乡建设局提前对主体
部分进行踏勘，分阶段验收，最终确保
实验室如期改造。

高起点，必须高要求。项目动建
以来，高新区干部深入项目现场提供

“点对点”服务，多次召开项目协调推
进会，统筹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
题。紧紧抓住大院大所大学等高能
级产业创新源头，高新区聚焦数字经
济、生物医药、光电和新材料等主导产
业，扎实稳链强链补链，引育北卡科
技、浩蓝光电等一批行业领跑企业。

扎深奋斗之根
迎来众多“千里马”

企业求贤若渴，有“千里马”，还
需有“伯乐”。企业和人才的高质量
对接，看似不难，实则需要人才工作
者的耐心和技巧。

今年暑假，“好年华 聚福州”游学
实践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生
的目光。在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副部

长、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主任姜
昌国的组织带领下，部门主动对接了
11家企业和94名应届毕业实习生。

姜昌国走访仙芝楼公司时，发现
企业收到不少求职简历，但总是招不
到专业对口的人才。于是，他立即组
织人员摸底该公司的人才需求，一方
面建议企业在“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
网上发布需求岗位，一方面积极对接
多所高校就业处的老师和学生会负
责人，鼓励毕业生关注“好年华 聚福
州”人才网。经过高质量的对接，毕
业生在人才网上匹配了岗位，仙芝楼
公司顺利完成相关招聘计划。

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高新技
术企业云集的用才“大户”，福州高新
区积极组织干部下沉人才服务一线，
由区党群工作部牵头，组建人才科创
服务队，分批选派精干力量，对接重点
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常态化提供服
务，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安居环境。

“向下扎根”是一种勇气、一种力
量，也是成长路上的最美姿态。福州
高新区各级干部将继续扎牢为民之
根、扎紧实干之根、扎深奋斗之根，在
基层一线蹚路、添火、加力，践行初心
使命。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市委文明办约谈

18家文明单位（校园）

福建首届农民书画展
在榕开展

本报讯（记者 林奕婷）22日，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乡村振兴
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喜迎二十大 振兴我乡村
——福建省首届农民书画展”在福州画院开
展，持续至27日。同时，《走在乡村振兴大道
上》新歌发布。

本次展览共征集作品427件，其中入展的
美术作品29件、书法作品103件。展出的作品
中，严密斯的《振兴能手》用灿烂色彩表现丰收
的喜悦，林朝忠的《人间有味》以15幅描绘各
类蔬果和海鲜的小尺幅作品集合成“人间百
味”，宋梓林的《乡村新貌》用草书写出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成效……

“通过这些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乡村
生活的浓厚情感，这也启发了我的美术学习道
路，要更多地观察生活，从实践中寻找绘画灵
感。”闽江学院美术学院大一学生康垲说。

福建省首届农民书画展将于本月 30日
在罗源分会场展出60多幅优秀作品。

《走在乡村振兴大道上》由福建省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李式耀作曲、筱陈与年微漾作词，
演唱者是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讲师
杨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