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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气温3℃~9℃。（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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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

“丰富节日市场供应，确保数量充
足、品种丰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
让人民群众开开心心、安安心心过
大年。”1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
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生的关注，
为我市进一步做好民生商品的产销
保供提供了根本遵循。春节假期，
我市采取多种措施，让老百姓的“菜
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越拎越稳、
越拎越幸福。

蔬菜基地加紧生产
正月初三清晨，市级直控蔬菜

基地——马尾琅岐新金东农场的菜
农们将刚摘下来的空心菜挑到路
边。货车装满菜后驶出琅岐岛，奔
赴福州商超接货点。

新金东农场有300多亩，大棚内，
一畦畦空心菜青翠欲滴。“习近平
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
问市场保供的基层干部群众，让我
们倍感兴奋，更有信心丰富品种、保
证质量，让市民吃得放心、吃得舒
心。”农场场长周华官说，基地每天
大量供应空心菜等大棚种植品种，
接下来花菜等蔬菜将陆续上市。

在琅岐荣光村沙园新村二区，
雪美千亩蔬菜基地正月里每天产出
1000 多公斤花菜和生菜，这是基地
培育的首批蔬菜。作为琅岐“种业

硅谷”重点项目之一，福建省种苗创
新基地（雪美农业琅岐基地）总投资
1.5亿元，一期去年底投用。

“我们采用无公害种植方式，从
种子开始就进行科学严格的控温、
控湿、病虫害防治，不仅提高了蔬菜
的产量、品质，而且有效缩短了植株
的成长周期、提高了种植效率。生
菜从种子到上市只需1个月，无虫叶
且无需去除外部老叶。”雪美集团董
事长李向雪说，接下来基地将在种
苗繁育上全面发力，可实现年繁育
蔬菜种苗 8000 万株、水稻秧苗 3 万
亩，形成“产、供、销”全产业链的现
代农业体系，助力福州“米袋子”“菜
篮子”建设。

小小“菜篮子”，关系大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为
解决市民“吃菜难”问题，提出把琅
岐岛和闽侯南通、南屿列为福州市
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多年来，福
州坚定不移抓好“菜篮子”基地建
设，建成蔬菜基地近16万亩、市级畜
禽副食品基地 36家。当前，我市在
琅岐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路，打造
立足福州、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

“种业硅谷”。

批发市场品种丰富
在位于闽侯南通的五大专业批

发市场，运货的卡车和采购的汽车
穿梭其中，架起一条条春节保供线，
以丰富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

子”，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节日选择。
卸货、盘点、整理、梳理订单

……在商户林善春的档口，工人们
虽然穿着厚重的衣服，但干起活来
一点都不拖拉，节奏还比往常更快
一些。

林善春是海峡蔬菜批发市场
的大户，货源来自福建、云南、山
东、湖北、湖南等地。“只要市场有
需要，我们就一直在。”林善春说，
春节期间，档口的 60多名工作人员

全部在岗，源源不断供应着市民的
“菜篮子”。

海峡蔬菜批发市场副经理李林
说，该市场承担了我市近70%的蔬菜
供应量，今年组织200多种常用蔬菜
投放市场，每天的蔬菜库存量达
5000 多吨。春节期间，我市发挥该
市场主渠道作用，在大众化蔬菜供
应出现紧张时，及时由该市场从外
地调货，以调剂市场供求。

不仅是蔬菜批发市场，福州民

天实业有限公司所辖的果品、副食
品、肉品和冻品批发市场同样在春
节期间为丰富市民的“菜篮子”作出
贡献。

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春节期间
海峡果品批发市场不打烊，供应的
100多种水果中，进口水果占三分之
一，包括泰国产的山竹和美国、智
利、加拿大等地产的车厘子等；家禽
市场引进了天津和太原的信鸽、山
东的兔子、汀州的河田鸡、连城的白

鸭等“名优特”品种；副食品市场新
增多种坚果礼盒、零食礼盒等。

“我们组织人员负责节日商品
价格、供求以及市场运行情况的监
管，加强对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情
况的监测和预警。”民天实业相关负
责人说，春节期间，对肉、禽、菜等生
活必需品实行重点监测，防止价格
出现异常波动。

终端供应量足价稳
记者在永辉、沃尔玛、麦德龙等

超市看到，虽然春节期间市民购买
量大，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
各区域均有专人负责，并根据销售
情况随时补货。朴朴超市工作人员
也表示，春节假期货品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

记者注意到，春节前后超市热
销商品大不相同。春节前，主要是
肉类、年糖、干货等年货食品；正月
里，主要是活鲜、新鲜蔬菜以及草
莓、橘子、车厘子等新鲜水果。“米面
油、肉蛋菜、水果、水产品等民生必
需品库存充足，可以满足消费者的
购买需求。”永辉超市相关负责人
说。

为保障春节假期肉、菜、蛋等主
要副食品市场供应量足价稳，春节
前市商务局就督促相关企业做好生
活必需品的生产、采购和储备。春
节期间，在抓好市级副食品基地生
产的同时，（下转3版）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货丰价稳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严鑫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新春伊始，万家团圆之时，福州

“六个城”的许多建设者还在工作岗
位奔忙，用奋斗的姿态画出“敬业
福”。

东南汽车城：
全力冲刺“开门红”

正月初三，年味正浓。记者在东
南汽车城福建源光线束电器有限公司
看到，生产车间内机器设备高效运转，
工人在岗位上忙碌。春节期间，该公
司有9条生产线保持运转，600多名员
工在岗坚守，全力保障生产。

源光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线束，客
户包括宁德时代、上汽集团、厦门金
龙、东南汽车、云度汽车等。“近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给我们
提供了很大的机遇。”源光公司行政
人事部经理詹小宝说，公司现有15条
生产线，随着生产线布局优化，生产
效率不断提高，去年产值达4亿元，比
2021年增长近120%。

“今年一季度订单已排满，预计
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80%。”詹小宝
说，为保障产能，公司制定了一系列
激励措施，包括产能提升奖励、年终
奖、春节红包、开门红包、回乡往返车
票报销等，并积极开展招聘，确保用
工需求，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福州大学城：
春节建设战犹酣

春节假期，在福州大学城中心共

享区一期工地，机器作业声和钢筋碰
撞声汇成一曲建设“交响乐”，工人有
序进行桩基检测、围墙砌筑、场地硬
化等，保证施工进度，助力闽都院士
村项目建设。

“春节期间，有近 50名工人及管
理人员在一线值守，铆足干劲抢时
间、抓进度、赶工期。”负责该项目的
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吴涛说，为保障留守人员工作和
生活，工地储备了充足的物资。

大学城中心共享区一期总投资
24.5 亿元，总建筑面积 19.5 万平方
米，包含为院士人才服务的“一楼一
中心”（即综合服务楼、科教中心）、旗
山湖地标塔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等，计
划2027年12月竣工。

福州滨海新城：
百余工人一线忙

在福州滨海新城，新投·汀兰雅
郡项目春节仍不“打烊”，百余名建设
人员坚守一线、埋头苦干。

“今年原计划回家过年，但项目
工期紧、任务重，我放心不下，最终决
定继续上班。”福州新区集团项目负
责人林郁方说。

新投·汀兰雅郡项目位于福海路
西南、万沙路西北、万沙支路东南、漳
江河西环路东北，主要建设12栋住宅
楼共 1172套住房，以及公共服务、商
业等配套设施。目前，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开展室外附属景观和室内装修
工程施工。 （下转2版）

“六个城”建设鏖战急
本报记者 谭湘竹 余少林 林文婧 林榕昇 任思言 通讯员 李煜晗 黄舒欣 叶雅云 曾宇星 郑喜英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连
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

“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薄弱，疫情防控
难度大、任务重”“要强化返乡务工
人员和大中专学生防疫服务，加强
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医疗保
障，最大程度维护好农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群
众平安过年”。

春节期间，福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围绕“保健
康、防重症”，积极开展疫情防控专
项服务、“关口前移”，满足农村居民
就医用药需求。

配齐医疗设备
“注意观察老人的血氧，一旦发

现血氧饱和度低于93%，就要给我打
电话，随叫随到。”正月初二17时许，
连江县丹阳镇桂林村村医吴坛伙看
到吴金珠老人的血氧恢复到正常
值，长舒了一口气。

当天 16时，在村卫生所值班的
吴坛伙接到吴金珠孩子打来的求助

电话，立马提着血氧仪，骑上摩托车
赶往老人家中。“她是肺部肿瘤引发
的呼吸困难，吸氧治疗对她有好
处。”吴坛伙说，吴金珠年近八旬，近
期由于身体不适卧病在床，平时他
会定期上门给老人查体。

“春节期间吴医生正常值班，还

提供上门服务，晚上有需要可以直
接拨打他的电话。”吴金珠的孩子
说，前段时间就知道村卫生所新增
氧疗服务，“多亏吴医生和氧疗设
备，让我们过个健康放心年。”

1月初，连江县卫健局统一为县
域内公立医疗机构及 282家村卫生

所配置血氧仪，为群众提供血氧饱
和度监测等服务。

不仅如此，连江还在 22家乡镇
卫生院设立氧疗区，覆盖偏远山区
和海岛乡镇。同时，在有条件的村
卫生所增设氧疗服务，将老年人等
重点健康人群在康复过程中急需的
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配齐人手药品
除了配齐医疗设备，基层医疗

机构药品与人员配齐也是重点。
在闽清人口大镇坂东，位于镇

区核心段的湖头村卫生室正月初二
恢复开放。卫生室内，诊室、药房、
煎药房一应俱全，村医、抓药和煎药
工作人员在岗，确保村民春节期间
也能就近看诊。

为应对春节群众看诊需求，村
医朱耀鑫和搭档轮流值班，并在春
节前根据卫生室日接诊量准备了约
1个月的药品用量。

“这几天不少‘阳康’的村民因
为咳嗽、身体疲乏等症状来就医。”

朱耀鑫说，可通过中医调理并配以
西药缓解相应症状，为村民们抓好
的中药材由卫生室代煎，村民可直
接上门取药。

“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引入小分
子抗病毒药，抢抓黄金治疗期，提升
治疗成功率。”朱耀鑫说。

主动入户走访
农村疫情防控，重在发挥基层

医疗机构“关口前移”的作用，主动
走访了解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是关键
举措。

“大伯新年好，最近身体状况怎
么样？”“很不错，现在家里的东西很
齐全，谢谢你。”正月初三一大早，福
清南岭镇吉岚村70多岁的陈依伯就
接到镇干部李彬打来的电话。

春节前夕，走访老人成了李彬
等镇村干部的重点工作。“从 1月上
旬起，我们就对各村有基础疾病或
常年卧床的老人及弱势群体进行走
访，发放防疫物资。”李彬说，南岭镇
为这些重点人群建立“健康台账”，

发放装有退烧药、抗原、口罩等的
“爱心包”，并在他们的床头、门上等
显眼位置贴上爱心联系卡，“镇里实
行分片联系制度，每名镇村干部负
责相关片区的老人，确保老人能够
及时得到救助。”

与此同时，南岭镇成立由县民
政协理员、村干部、村医组成的网
格化医疗工作专班，提供日常防
护、居家康复、新冠用药等方面的
答疑解惑服务，并发放“致广大村
民朋友的一封信”，倡议村民戴口
罩、勤洗手、接种疫苗，增强村民自
我防护意识。

春节期间，农村人员流动和聚
集大幅增加。对此，福州精准配置
资源力量，联合镇村干部、结对帮扶
干部、农村党员志愿者等力量下沉
一线，持续守好乡村“防疫门”。此
外，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配置了 260
台健康一体机，集成心电图、心率、
血压、血糖、血氧饱和度和体温等监
测功能，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在村里过个安心年
我市做好农村地区“保健康、防重症”工作

本报记者 林瑞琪 林文婧 蓝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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