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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稻浪翻涌百果香 绘就三农好“丰”光
上半年我市粮食丰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1%

本报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郑泓

秋风拂过，稻浪翻涌。在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福
州的乡村郊野一片金黄，处处洋溢
着收获的喜悦。

粮食丰收，农民增收。今年上
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477.41亿元，增长4.9%；第一产
业 增 加 值 266.08 亿 元 ，增 长
5.1%。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5076元，增长7.1%。

今年以来，我市广大农民和基
层干部防控疫情保春耕，不误农时
抓生产，全市上下拧着一股劲，推
动“五大工程”加快实施，共同谱
写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丰收序
曲。

在长乐江田镇江田村，随着最后
几十亩地收割完毕，无垠的金黄转深
黄，1400 多亩地收获 90 多万公斤水
稻。

“受干旱影响，今年水稻种植碰
上了缺水、病虫害等不利因素。”在农
业农村部门及时指导下，种粮大户陈
颖增加灌溉、除病虫害，提升水稻产
量。“这几年通过测土配方施肥、保护
性耕作，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

今年亩产不降反增。”陈颖的欢喜溢
于言表。

今年以来，福州市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成立福州市贯彻落实
粮食安全责任制领导小组，全市农业
农村系统积极开展“千名干部进千村”

“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抢抓农时，保
面积、保产量，多措并举抓生产，及时
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水稻种植保
险、“粮食八条”等政策补贴，拿出真金

白银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全力以
赴打好全年粮食生产仗。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据市农业
农村局统计，1-8月份，全市完成粮
食播种面积超 126万亩，粮食生产好
于预期，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春粮总
产、亩产、单产“三增长”，夏粮丰收，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新建高标准农田
4.92万亩。“米袋子”越来越丰，粮食
安全根基越来越稳。

戴上手套、握住橙子，往上一托，
“咔嚓”一声，一个橙子就摘了下来。
在连江蓼沿乡溪东村，秋天的第一批
青皮脐橙压弯了枝头，春兰家庭农场
农场主谢洪兰穿梭在果园中，挑选、
采摘，忙个不停。

“这个‘日芬早’品种个头大、果甜，
还早熟，较传统脐橙提前1个月上市，
填补了国庆脐橙上市空白期。”引进新

品种、丰富种植结构，200多亩果园里
脐橙飘香，丰产又丰收。谢洪兰说，农
场每年增收40多万元，日子越来越好。

山间挂果，龙眼圆、百香果甜，粒
粒饱满枝头挂；田间藏粮，稻穗弯腰、
玉米澄黄、芋头飘香；海上“放牧”，大
黄鱼、鲍鱼、海带等品类丰富，自 8月
开渔后，千舟竞发追“鲜”去，“虾兵蟹
将”游上桌，绘就福州秋收“丰景图”。

福州山海优势显著，已形成以水
果、蔬菜、茶叶、食用菌、水产、畜牧、花
卉竹木等七大特色产业的发展结构。
当前，福州正加快实施“产业带动”工
程，实力强劲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遍地开花，现代农业梯
次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去年，福州七
大特色产业总产值超过2400亿元。

眼下，福州以科技化、数字化引
领农业产业整体发展，推动农业生产
稳步迈向中高端。

在马尾琅岐镇，落地了种业创新
中心、雪美农业等一批项目，打造立
足福州、面向全国的“种业硅谷”；在
闽侯大湖乡，3万头仔猪住进“精装
修”猪舍，生产数据自动收集，为动物
防疫提供依据；在福清上迳镇，一口
池搭配一台空气能，“聪明”鱼池养出
优质鳗鱼……

目前，全市累计建设9个省级现
代农业智慧园和24个省级农业物联
网应用基地，推动光阳蛋业、星源农
牧等一批国家畜禽养殖数字农业项
目加速建设。

伴随现代化生产方式而来的，还
有“绿色”的丰收。在福州，农产品质
量与安全保障得到进一步提升，从田
间到餐桌，“一证一码”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去年，全市主要农产品例行
监测合格率达100%。

福州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同时，
越来越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正强势
崛起。

从田间地头走向直播镜头，我市
不少农户积极参加农村电商主播培
训班，将农产品送上“云端”。上周，
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提升班”落
下帷幕，300多名来自全市各县（市）
区的家庭农场主、农企负责人等农业
从业者正式“毕业”，收获满满。

今年以来，我市推出“农村电商带
货主播培育计划”，连续举办7期不同
主题、形式丰富的农村电商带货主播
培训班，涵盖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多
个领域，发掘出一批像谢洪兰等的福

州本土“带货”主播，丰富直播人才库。
同时，为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今年我市还举
办了“福清一都枇杷节”“渔博会”“菌
博会”“果蔬节”等多场盛会、节庆活
动，提升品牌价值，不断拓展农产品
销售市场。

依托节庆活动、电商与直播带
货，福州茉莉花茶、一都枇杷、闽清橄
榄等福州农产品已走向全国各地、走
进千家万户。

福州农货“出村进城”，还为农村引
来了人流、聚来了人气，有效促进农村
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乡村旅游蓬
勃发展，拓宽了农村、农户增收渠道。

市民在闽侯廷坪石洋村采
摘猕猴桃。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山区种植户采收晚熟西瓜。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长 乐长 乐
江 田 村 稻江 田 村 稻
谷丰收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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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根基更稳端牢饭碗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丰富品类

科技引领绿色种养技术创新

增收有方致富有路拓宽渠道

在积分制下，闽侯县南通镇上洲村环境愈加整洁，村
民的精气神上去了，乡风文明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鸿尾
乡元口村快递点入驻文明实践站，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
公里”；实行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志愿红”守护闽侯“健康
绿”……近年来，闽侯县用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为乡村振兴持续加码。

从福州市区出发，驱车不到 1个
小时，即可抵达闽侯县南通镇上洲
村。走进村里，绿树成荫的村道、充
满乡土气息的彩绘墙画、清澈的小溪
都让人眼前一亮。

上洲村是省级文明村，也是省级
乡村振兴试点村。一年来，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积分制的加持下，上洲村

“兑”出了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毗邻大樟溪的上洲村，土壤肥

沃、水质优良，为“元红”荔枝的生长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每当
夏日时节，行走在上洲村，家家户户

“荔枝满园关不住”，火红的荔枝挂在
树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美丽的

环境是酝酿文明乡风的肥沃土壤。
“我们村是省级文明村，大家的环保
意识本来就比较强，有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积分制后，积分奖励进一步激
发了村民们积极性，村民们看到愈加
干净整洁的家乡，每个人更加自觉地
爱护环境。积分制和文明乡村建设
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
环。”上洲村村干部说。

在闽侯县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
看来，上洲村的这份美丽离不开文明
乡风的蔚然成风。乡村要振兴，做好
文明乡村建设是第一步，在文明之风
的吹拂下，村里的环境愈加整洁，村
民的精气神也上去了。

日前，记者来到闽侯县鸿尾乡
元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明实
践站由村委会公共用房改建而成，
这里面积虽小，但“五脏俱全”，内设
有党代表工作室、便民快递点、图书
阅览区、休息区、文明积分兑换点和
行政服务办事窗口。

来到文明实践站，村民李鹏正
在快递暂存点寻找着自己的快递包
裹。“快递进站后真是太方便了。”李
鹏说，原来村民们要去 3公里之外
的奎石村取快递，如今快递送到了

“家门口”，方便了 1400多名村民的
生活。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越
来越多的村镇居民扎进了电商市
场，让自己的产品通过电商“走出
去”，生活用品也借助电商“走进
来”。快递不通畅，看似只是多走一
段路，多花点时间的问题，但就是这

些小问题，就有可能影响到村民的
消费积极性和对外推广自身产品的
主动性。

因此，闽侯县提出实施“支部领
办快递进村”工程，鸿尾乡元口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与邮政、京东、韵达
等多家物流企业合作开展“快递进
站”服务业务，村民可凭取件码自助
取件，极大方便了广大群众。群众
在“家门口”可以寄收快递，不用像
以前一样寄件收件都得骑车到乡政
府来。同时让外出的村民可随时为
留守在家的老人儿童寄送物品，方
便家人生活。

“不用坐车到城里，在‘家门口’
就把事情办好了。”元口村村民林依
姆在村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暨便民
服务中心办好了自己的医保事宜，
方便高效的办理过程让她竖起大拇
指。

“村民来办事的时候还可以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看书、活动、交
流。”元口村驻村第一书记温作鹏对
记者说，村里还通过“小团队、细网
格”加强基层治理，开展文明积分制
活动，收获了让人满意的效果。此
外，闽侯县还在元口村举办互联网
营销师专场培训班，为村民们培训
怎样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

据温作鹏介绍，闽侯县着力推
广村级便民代办点、快递点进驻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把文明实践与乡
村振兴有机融合，纳入农村公共服
务范畴。“村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办理业务时享受便民贴心服务的同
时，也提高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知晓率、利用率，真正做到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从夯实基础到提档升级迈
进，更好地发挥文明实践活动阵地
重要作用。”

“我们通过‘点单+派单’相结合的方
式，征求意见、梳理群众需求，大力开展
理论宣讲、政策宣传、疫情防控、文艺培
训、乡风文明、移风易俗等系列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闽侯县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闽侯县文明实践活动确保“月月有
主题，周周有活动”。

志愿服务激励机制也是闽侯文明实
践的亮点之一。针对群众“点单”需求，
闽侯三福社区“爱邻日”、小小讲解员、

“益”起“悦”读、鸿尾“山歌（盘诗）唱精
神”、喜娘喝唱新思想等一批优秀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派单”成功，按
百姓的渴望和需求把文明实践活动送到
了群众的心坎上。

青口镇后福村素有“青口后花园”
的美称。据介绍，后福村以“和”字为文
化灵魂,以“福”字为创建主线，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
移风易俗、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工作，
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新时代文明村庄。

“我们组建了以村干部、党员代表、
乡贤、退休干部等为主要力量的平安巡
逻、传统文化保护、移风易俗劝导、护河
爱水、垃圾分类等5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并通过评定，对优秀志愿者、志愿项
目和志愿团队给予奖励。”后福村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奖励机制既增加了广大
志愿者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又提高了大
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好的习惯还需要长效机制进行稳
固。结合实际，闽侯出台了《闽侯县志愿
服务激励机制暂行办法》，将“小团队、细
网格”社会治理网格员纳入志愿服务管
理体系，对志愿者、民间志愿服务队、网
格员等群体进行考核，评定等级，给予不
同等级的奖励措施。同时，充分发挥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和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闽侯县人大出
台《关于举全县之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决定》，动员全县人民积极参与文明创
建。

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闽侯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谭湘竹实习生 燕晓 通讯员 林国飞 王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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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志愿服务

村民在便民服务点窗口办理医保手续村民在便民服务点窗口办理医保手续。。陈燕玲摄陈燕玲摄

村民在元口村党群便民服务中心取快件村民在元口村党群便民服务中心取快件。。陈燕玲摄陈燕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