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姓名：郭屹凡
职业：“拎咖啡”主理人
荣誉：获第十七届“福建

青年五四奖章”
海青时刻：2020年第八届

海峡青年节，作为嘉宾在海峡
青年节峰会上分享自己在榕
抗疫的暖心故事。

感悟心声：其实做任何事
情都是辛苦的，表面光鲜之下
一定有不为人所知的辛苦。
但是，一个人如果有真正想要
做的事情，不妨放弃“舒适
圈”，到更加充满挑战与机会
的地方闯一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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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党建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省政府
23日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关于我
省燃气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
称，我省计划到 2024年底前完成全
省老旧燃气管道和不满足安全要求
场站设施的更新改造，比国家部署
要求提前一年完成改造任务。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全省城
市（县城）天然气普及率增速、天然
气用气量增速、天然气管道长度增

速等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天然气普及率增速居全国第四。目
前，全省 3001座厂站和供应站已累
计完成改造 2940座、占比 97.8%，预
计年底前可全面完成。

“十四五”期间，全省将进一步加
快餐饮集中区“瓶改管”和城镇燃气管
道建设，推动燃气下乡和场站提标改
造，启动城市燃气管道智慧化改造，开
展农村集中村居管道供气试点。

台青郭屹凡：

跨海而来 只为咖啡
本报记者 冯雪珠

“为什么咖啡可以先苦再回
甘？”多年前，一杯手冲的曼特宁
咖啡让尚在台湾读研究生的郭屹
凡印象深刻。23日，在上下杭历
史文化街区“拎咖啡”馆，作为咖
啡馆主理人的郭屹凡提起这件
事，视其为一切的缘起。

郭屹凡的故事很简单，用“咖
啡”两个字就可以概括。2014年，
对咖啡“上瘾”的郭屹凡在一家精
品咖啡店打工。原本以为自己可
以拿着精致的器具为客人冲煮出
美味的咖啡，没想到却做了一年
的卫生。

“后来我问老板，为什么要洗

这么久的杯子？他说，如果一家
连基本的杯子都没洗干净，肯定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也许是这样
的经历，郭屹凡在后来的创业中
始终坚持“稳扎稳打”。

在咖啡店打工的经历没有吓
退郭屹凡。但是当他决心投身咖
啡行业的时候，台湾的咖啡市场
早就是一片“红海”。为了可以继
续做自己想做的事，郭屹凡将目

光投向大陆。
在大陆，郭屹凡也曾前往北京、

上海等地考察，不过最终他还是选
择了福州。“我很喜欢福州成片的古
厝，而且福州饮食习惯偏甜，比较符
合我的口味，气候也比较舒服。”

2016 年，郭屹凡在福州创立
了“拎咖啡”品牌，为大陆各地的
咖啡馆供应咖啡豆、咖啡器具，以
及提供相关培训。后来在朋友的

劝说下，郭屹凡才开了两家咖啡
店，渐渐被普通消费者知晓。而
他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则是因
为疫情期间自发免费地为战“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咖啡。

2020 年疫情发生后，虽然咖
啡店暂停营业，但郭屹凡没有置
身事外。有感于一线医务人员的
辛苦，他主动为医务人员送上热
气腾腾的咖啡。福州本轮疫情发
生后，郭屹凡同样这样做。

2020年，第八届海峡青年节，
郭屹凡作为嘉宾在峰会上讲述自
己在榕抗疫的暖心故事。在两岸
青年“云加油”暨第四届两岸大学
生领袖营活动中，他与两岸青年
分享疫情期间的见闻，以及医护
人员带给他的感动瞬间。

来榕6年，郭屹凡见证了福州
咖啡市场的逐渐成熟。喜欢咖啡
的人越来越多，客人对咖啡品质
的要求越来越高，一年一度的咖
啡节也办得越来越好。

“对于咖啡行业，大陆市场还
有待开发，会有源源不断地投
入。”郭屹凡说：“在大陆，有冲劲
才会有机会。”

下个月，2022 年中国咖啡冲
煮大赛将在贵州贵阳举行。拿到

“入场券”的郭屹凡正在准备。对
于以后是否会继续从事咖啡行
业，郭屹凡坚定地说：“肯定会
啊。”

福建健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奋力书写有“烟火气”的民生答卷
赵炫铭 林丹

走进福建健坤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一面荣誉墙格外引人注目。全国
营养健康餐饮示范单位、中国团膳著
名品牌企业、福建省首批党员诚信示
范企业……一份份荣誉无声地述说
着健坤餐饮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和这
家团餐行业样板企业的匠心服务理
念。

福建健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始
终以“让餐桌不再有安全问题”为使
命，严格实行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
程安全管控，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
等 110余家机构提供优质餐饮服务。
公司始终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为宗
旨，在落地福州之初，第一时间与所
在地鼓楼区安泰街道党工委取得联
系，并于 2020年成立了党支部，持续
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将党的政治优
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党建引领护舌尖安全
在福州八中膳食委员会开放日

活动现场，家委代表近距离参观了健
坤营养餐厅。

餐厅卫生是否干净？后厨操作
流程是否规范？食材是否新鲜？家
长们纷纷提出了最关心的问题。对
此，健坤创新引入 6D后厨管理体系
和 7S现场管理法，实现了从制餐、分
餐到配送全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管
控：由公司管理层和党员干部带队成
立“党员突击队”，完善晨检、夜巡等
制度；由党员分片包干、认领问题，不
定期走访各餐厅门店，从人员管理、
环境卫生、食材查验、食品加工、食品
贮存、供餐管理、食品留样及餐具消
毒等八方面入手，全流程监督考核，
及时发现安全风险，主动报告并消除

风险隐患，在监管中树党旗、在推进
中亮身份。

“我们各年段家委代表会定期来
学校参加健坤举办的膳食营养交流
会，提出的意见总会得到正向反馈，
也让我们真正放心让孩子在健坤营
养餐厅用餐。”福州八中的一名家长
如是说。

“健坤在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
哪里，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党员作用
就发挥到哪里。”2021年中秋佳节，在
鳌峰书院的讲堂上，健坤餐饮的员工
化身烘焙师，手把手带领学生们分
团、揉面、搓馅、压花，制作出一款款
造型独特并充满创意的月饼。随后，

这些月饼送到独居老人、快递小哥等
人群手中。

为推进党建活动形式多样化，健
坤党支部充分发挥公司的行业优势，
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州三中滨海
校区、福州八中等党建共建单位经常
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创建了

“放心餐饮、暖心服务”党建品牌。

红色领航育人才
企业做大做强，稳定的实用人才

是“稀缺资源”。“有困难，找党组织！”
这是健坤餐饮党支部书记林强常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党组
织提供的人才支持，让健坤的根基更

稳，干事创业也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为保障健坤用工需求，鼓楼区安

泰街道党工委专门组建专班，通过
“点对点”解读人才政策、“面对面”了
解人才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引导健坤
参加“榕博汇”等引才活动，为企业输
送了大量优质人才。

渐渐发现“党建+”积极作用的健
坤，逐步开展党建工作与人才培养的
有机融合，持续建强党群活动中心，
积极做好党工团建设，开展党员暖冬
慰问、拗九节送温暖、党员茶话会等
党建和工会活动，不断完善员工关爱
机制，保障员工福利及权益。同时，
健坤设立了“在岗导师培养+资深骨

干带教”培养制度，深化“双向培养”，
组织党员与业务骨干“结对子”，注重
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骨
干。这既是适应企业跨越发展的迫
切需要，也为党组织吸收技能人才进
入党员队伍贡献了力量。

在健坤的各个门店，时常可见厨
艺研讨、技能比武等活动，公司党支部
致力于为精英人才的培养搭建发展平
台，引导各项目点、各岗位发挥工匠精
神，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不久前，党支部组织的2022年餐
品创新研讨会厨艺技能竞赛顺利举
办，来自企业板块及校园板块的主厨
及员工齐聚一堂大秀绝活。“此次‘舌
尖较量’展现了健坤人的高素质、高
水平，我们将继续健全人才培养机
制，积蓄新势能，致力为广大客户端
上‘一桌好菜’。”健坤餐饮研发中心
工作人员张维杰说。

服务群众惠民生
“愿每段人生都有我们的印记是

健坤的企业愿景，这展现了企业的为
民情怀，我们正以实际行动扛起这份
责任和担当。”健坤餐饮集团福建区域
负责人潘媛芬说。公司党支部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公益理念植
入企业发展，近年来开展了高频次、多
领域的公益活动，切实履行“传百年福
祚，树行业新风”的企业价值观。

公司党支部牵头创设了“春风助
学·圆梦启航”健坤奖学金，用实际行
动传递正能量，
致力于把助学工
作做细、做精、做
得有温度。今年
5月，健坤联合福

州红山中学、螺洲中学举办了教育教
学表彰大会，为 109名“学神”“学霸”

“进步之星”等送去了健坤奖学金和真
挚关怀，勉励他们早日成为栋梁之材。

民以食为天，为了解决好老年人
舌尖上的烦恼事、忧心事，健坤餐饮
积极参与长者食堂的建设工作。平
日里，每天不到 11点，健坤长者食堂
就已经座无虚席，整个屋子饭香扑
鼻。看到符合口味的餐食端上餐桌，
老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此轮疫情发生后，长者食堂为一
线防疫人员提供热饭热菜，积极助力
疫情防控。

“作为餐饮人，我们尽可能在饮食
方面尽绵薄之力。”前日17时左右，刚
刚结束餐食派送的客服部经理李龙飞
说。本轮疫情发生后，健坤餐饮党支
部第一时间组织专班为一线抗疫人员
提供配餐服务，还先后派出多波党员
和工作人员参与“无疫小区”值守。

“我们开展党建工作，并不是挂
块牌了事，而是要将开展党建工作与
企业经营结合起来，有效发挥党组织
作用，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新途径，
不断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这些
年来，健坤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未来，健坤将持续以“围绕发
展抓党建，开展活动聚合力”为总体
思路，全力打造“放心餐饮、暖心服
务”党建品牌，在党建引领下树立先
进典型、做好示范带动，促进健坤在
新形势下走得更快、更稳、更远。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 23 日听取了省政
府作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称，
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
构从“双减”开展前的 1643 家压
减至 318 家，且已全部转为非营
利机构，共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培训学生数约 40 万人（含线
上），有效解决过多过滥问题，全
省学科类校外培训“虚火”大幅
降温。

防范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
跑路”等各类风险，我省持续强化

风险防控，不断规范预收费监管。
截至 10月底，全省共有 1714家培
训机构完成预收费资金监管，其中
采用风险保证金方式674 家、采用
银行托管专户方式 1040 家，资金
监管率达99.8%。

一手抓校外培训机构，一手
抓课后服务。今年 5 月，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费被纳入
《福建省定价目录》，目前全省有
8 个地市出台课后服务性收费或
代收费具体标准。省里还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课后服务提质
增效指导意见》，鼓励各地教育部
门和学校聘请退休教师以及志愿

者、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如
非遗传承人、民间手工艺人及文
艺、体育专业人士、科技工作者等
共同参与课后服务工作，不断丰
富课后服务形式与内容，增强课
后服务吸引力。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2+N”（作业辅导和体育活动 2
项基本服务+“N”项拓展服务）课
后服务模式全面推行，城区实现

“2+3”（2项基本服务+3项拓展服
务）服务模式的学校占比近 95%，
参与课后服务学生达 381.34 万
人、参与率达 91.25%，参与课后服
务 教 师 24.78 万 人 ，参 与 率 达
92.3%。

2024年底前完成全省老旧燃气管道改造

全省学科类校外培训“虚火”大幅降温
相关机构数从“双减”前1643家减至318家

来自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

市民点赞健坤长者食堂的餐品市民点赞健坤长者食堂的餐品。（。（健坤餐饮供图健坤餐饮供图））

郭屹凡现场展示制作咖啡技艺郭屹凡现场展示制作咖啡技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日前，崔某与
开发商甲签订《福
州市商品房预售合

同》，与银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
办理了按揭贷款，涉案房屋预告登记在崔某
名下。此前，徐某向开发商转账支付了购房
定金，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预告登记证明、
个人借款凭证、房款收据、契税、物业费收据
等材料原件均由徐某持有。徐某每月按照
贷款数额向崔某的贷款账户转账。

徐某与崔某的通话录音中，崔某对徐某
借其名买房的事实表示认可。后因徐某与
崔某产生矛盾，徐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甲
开发商直接将产权证办理到徐某名下。

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的首期房款、按揭
款以及其他契税等相关款项实际上由徐某
支付。通过购买房屋的最初意思表示、首期
房款的支付等情况，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借名
买房事实存在，徐某是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
人，但涉案房屋登记在崔某名下，徐某只是
对房屋享有债权而不是物权，故对徐某要求
甲开发商直接将产权证办理到其名下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点睛

《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不动产物
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
照法律规定交付。《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
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
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二
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
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
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
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
合同效力。

借名买房需谨慎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于红旗

法在身边

捡到5万元现金
网约车司机主动上交

本报讯（记者 朱榕）“我经常坐曹操专
车，之前也丢过几次东西，每次司机师傅都给
我送回来。这次丢了钱，但我也没有担心。”
近日，曹操出行福州运营中心内，乘客刘先生
从曹操出行司机林森师傅手中接过钱包时表
示。林师傅递过去的包内共有5万元现金。

16日深夜11点多，林森接到一个从联建
新苑前往燎原路附近的订单。“乘客是一名50
多岁的男性，当时喝醉了，把他送到目的地后
我就回家休息了。”林森回忆道，次日清晨，他
出车前检查时，发现刘先生遗落在车上的
包。他立刻向运营主管上报该情况，希望能
尽快与乘客取得联系。

当天上午 10点左右，在曹操出行福州运
营中心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林师傅和乘客完
成了遗落物品的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