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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鑫 通讯员
榕商宣）餐饮店门口，等待叫号的
食客排起长队，大小超市里，消费
者们推起购物车采买年货，各大
商圈内，市民们纷纷打卡各种应
景生肖兔……随着春节假期的到
来，“惠聚榕城 福兔迎春”跨年购
促消费活动也进入另一个高潮。
福州各大商圈活动不断，人气十
足，消费市场暖意渐起。

走进白湖亭万达，记者看到
商场里到处充满新春元素，人流
量并不亚于春节前，市民一边消
费购物“买买买”，一边参与商场
推出的“钱兔无量”主题活动。

“来来来，站中间跟两头狮子
合个影。”23日，市民周媛一家来
到白湖亭万达购物。舞狮表演结
束后，她给孩子拍下一张充满新
年氛围的合照。“往年都是回乡下
过年，今年一家老小选择在市区
团聚。”

周媛告诉记者，商场内节日
氛围浓厚，不仅有丰富的民俗活
动，还有不少促销活动。她给老
人孩子都购买了新年礼物。

正如大街小巷悬挂的火红灯
笼，春节假期里，福州消费市场格

外火热。“据不完全统计，初二、初
三两天，全市重点商圈、步行街、
各大景区以及闽江之心等重点片
区开展线下促消费活动超 210场
次，吸引客流近 280万人次，拉动
销售额超 2.7 亿元。”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说。

提振消费信心，稳定消费预
期。为推动消费全面复苏，我市
在年前就推出了“惠聚榕城 福兔
迎春”跨年购促消费活动，以消费
券、补贴、让利等形式，促进居民
消费。

响应促消费活动，抢抓节日
消费旺季，春节期间，东百中心、
万达广场、东二环泰禾广场、万象
九宜城、宝龙广场、福州正荣财富
中心、世欧广场、融侨外滩壹号等
商场，纷纷推出促销主题活动，助
力市民开启吃喝玩乐购“一站式”
体验。

春节期间，我市还持续开展
餐饮促消费活动，各县（市）区依
托美食街城、城市综合体、商圈，
持续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系列
活动。

夜晚，美食的香味在达明美
食街上空氤氲盘旋，吸引不少食

客排队用餐。“这几天美食街非常
热闹，城市烟火气回来了。”这些
天，家住东街口的熊先生常常和
外地返乡的亲戚们到达明美食街

“觅食”，用餐桌上满满的美食，致
敬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的首个春

节假期。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持续发

动全市商圈综合体、夜色经济街
区、步行街、金融机构及各类商家
等5大市场主体，开展百场以上特
色鲜明的线下促消费活动和千场

直播带货促销。同时持续开展美
食嘉年华活动，营造节日促消费
浓厚氛围。”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各地促消费举措
反响热烈，相信今年市场消费将
迎来“开门红”。

“感觉很温馨，这里的环境让我
这个北方人也感受到家的温暖！”

24日上午，福州雨过天晴。在
东二环市人才公寓，来自河南新乡
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专业
应届毕业博士生张帅拉开窗帘，迎
着早春温暖的阳光不住感慨。

为参加我市举办的新春引才
活动，除夕当天，张帅带着家人从
老家抵达福州，免费入住了人才公
寓。短短 3天的福州之旅，让他和
家人深深爱上了这座充满温情的
城市。

“我很早就关注了‘好年华聚
福州’公众号。上周看到福州推出
求职人才可携家人免费入住人才
公寓的推文，就报名了。”张帅说，
从网上报名到实际入住，每一步环
节，市委组织部和市人才集团的工
作人员都及时跟进，耐心指导，“知
道我们是第一次来福州，他们怕我
们不熟悉地点，就亲自发来地址定

位，在楼下迎接，协助我办好入住
手续，非常暖心！”

为何想来福州求职？张帅说，
这和他的研究方向以及一位老乡
的大力推荐有关：“我的研究方向
是面向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华侨的
国际传播。福州是著名的侨乡，也
有许多海外留学生，这里的情况和
我的研究方向十分契合。再加上
我有一位老乡是福州去年的引进
生，他一直向我大力推荐这里，让
我十分心动。我就应聘了闽江学
院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学岗位。”

张帅说，两日来，他不但和家
人游览了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
山等历史文化街区，还参加了市委
组织部举办的人才沙龙，亲身感受
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福州优
越的生态环境与温馨舒适的人才
公寓，也令他们赞不绝口。“公寓里
家具电器配备都很齐全，跟家没啥
区别。早上起来窗外满眼葱绿，空

气清新！”张帅的母亲说道。
连日来，与张帅一家人有同样

感受的外来人才并不在少数，清华
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生张镭、北京大
学电子信息专业硕士生涂金生、通
信工程硕士生陈宇航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都用“感动、感谢”表达了
自己的心情。

“听说我一个女孩子要来福州
过年，我爸妈还有些不放心。后来
我入住人才公寓后和他们微信视
频，亲眼看到公寓环境，他们一个
个才放了心。”来自江西抚州的张
镭说，公寓的床单被褥都是全新
的，交通也方便，服务保障也十分
到位，让人有家的感觉。

“其他城市也曾到北大做过引
才宣传推广，但福州给出的政策和
待遇能实际解决住宿问题，未来子
女教育也有保障，还有量身定制的
职业发展规划，真正让我们没有了
后顾之忧，很贴心！”涂金生说。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各位
游客过年好，欢迎来到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罗源（百丈）指
挥部旧址……”22日上午 9点，罗
源县白塔乡百丈村驻村第一书记
赵金祥身穿红军衣、头戴红军帽，
声情并茂地讲解着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的革命故事。

“村里红色旅游越来越火，一
到高峰期，讲解员就不够用，我从
厦门回来当红色讲解员。春节正
是体现工作成效的时候，村里人气
又回来了，我感到这一年的付出是
值得的。”赵金祥说。

以前的百丈村是经济薄弱村，
缺乏产业支撑。如今，在这里可以
听红色故事、吃红军食堂、行红军
步道……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很
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赵金祥在去
年 8 月份引入专业公司盘活旅游
资源，依托“村支部+公司”联营模
式增加村财收入。

“早就听说百丈的乡村旅游搞
得好，今天带着孩子过来玩，刚听
完红军故事，就来采摘砂糖橘，这
个体验很新奇。”从福州来游玩的
吴女士说，现在乡村建得越来越
好，趁着假期带着一家四口到处走

走看看，一会去红军食堂吃午饭，
晚上再在红风房车里住一晚。

今年，由于天气好，加上管理
得当，百丈村砂糖橘种植户吴晓明
喜上眉梢。“赵书记带着村民跑项
目，拉资金，村里的旅游业发展起
来了，我们刚好结合红色旅游综合
体项目，发展配套的采摘观光旅
游，收入很可观。”吴晓明说。

“新的一年，我会奋力让百丈
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好。”赵金祥告
诉记者，去年，他主动向派出单位
福建省测绘地理信息发展中心争
取到了 60 万元资金，对百丈村际
下水电站进行修复。目前，水电站
基础建设已竣工验收，预计 2023
年发电量可达 70 万度以上，增加
村财收入25万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4日，市文明家
庭、省五好家庭成员余英带上郭忠顺、岳丽
钦、谢盛达等省慈音爱心服务中心团队成员
奔赴晋安区北峰寿山乡红寮村，为 30多位孤
寡老人、空巢老人、孤儿、留守儿童送温暖。

上午9点抵达，下午4点离开，团队成员们
一刻都没休息。“我们先把老人们都接到村部，
然后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送上寓意平安吉祥
的苹果和橘子。大伙儿还自己下厨，做了一碗
碗爱心大餐，老人们可高兴了！”余英说。

余英是省慈音爱心服务中心负责人，她
牵头在北峰寿山乡红寮村成立“振兴乡村 爱
心之家”以来，坚持每月都到村里跟老人孩子
们团聚，让老人们感受儿女的孝顺，为孩子们
带去爸妈的关爱。“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团队年前就在筹备这场活动了。看到老
人孩子们这么开心，我们再辛苦也觉得很
值。”志愿者郭忠顺说。

诚意满满文体福利
助职工欢度新春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通讯员 林滢）春
节期间，市总工会以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为目
标，加大了假期和整个正月期间职工文化活
动的比重，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
高水平职工群众性文化活动。

让职工过一个“好戏连台”的幸福年。
市总工会在福州工人文化宫连续举办7场露
天围炉观影沙龙，还在 e福州 app“福州工会”
小程序上摇号送出2000多张电影票券。

“我们已在筹备第二轮电影票摇号活
动，预计本月底启动，将发放‘福’文化观影
券3600张，有效期到下月中旬。”市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

鼓励职工将自己创作的书画摄影作品
与大家分享，“庆新春·话福年”职工线上书
画摄影展的征集和展出也在“福州工会”小
程序上同步进行。

“活动采取边征集边上传展出的方式进
行，至今已展出作品数百件。活动截至2月6
日，欢迎职工们继续踊跃投稿，前 3000名提
交作品并通过审核的职工可获电子消费
券。”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福州工人文化宫、福州第二工人
文化宫的体育场馆也可以免费预约，提供羽
毛球、乒乓球、台球、篮球等运动场地，欢迎
职工们前去欢乐健身。有意参与的职工可
关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

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恢复线下个人业务办理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昨日，福州市政务
服务中心恢复个人业务办理，市民可以利用
假期时间，到线下窗口办理医保、社保、公积
金、不动产、出入境等一些常办业务。

记者看到，中心一楼至三楼负责医社保
主题服务、交通出行主题服务、房产主题服务
的窗口已经恢复正常办公，而四楼负责行政
审批主题服务的窗口暂未恢复办公。

位于二楼的出入境管理处大厅，是整栋
楼最热闹的地方，无论是自助机器还是办事
窗口前，都有等待办理业务的市民。“政策优
化后，很多市民前来办理出境旅游业务，这几
天线上的预约号都已经取完了。”出入境管理
处大厅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说。

据悉，春节期间，市民可以通过 24小时
智慧服务大厅的E福州便民服务终端，线上
办理87项业务，还可以加急办理不动产登记
查询、医社保缴费记录等业务。

年味浓 活动多 人气旺
福州新春消费市场暖意十足

餐饮店内人气正旺。（市商务局供图）

“这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春节来榕人才及家属盛赞福州引才政策

本报记者 胡一晟

张帅（右一）和家人在市人才公寓开心过年。本报记者 胡一晟摄

罗源百丈村红色旅游“圈粉”

驻村第一书记客串讲解员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舒婷 刘其燚

游客穿红军衣采摘砂糖橘。（通讯员 刘其燚摄）

春节送温暖 情满小乡村

老人们喜获新春礼物老人们喜获新春礼物。（。（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菜篮子”“米袋子”
“果盘子”货丰价稳
（上接1版）我市还密切跟踪 3.6万头活体生
猪和1000吨冻猪肉储备情况，确保关键时刻
调得动、用得上。目前，13家活体生猪储备
基地实际在栏储备60公斤以上活体生猪约6
万头，比我市下达的活体生猪储备任务多
66.7%。

我市还协调指导商超、批发市场、电商、
物流等企业做好库存、销售、配送工作，确保
市场供应稳定。

除了在拓展货源、丰富品种、保证质量上
下功夫，我市还加强食品检测和市场管理，让
市民吃得放心、吃得舒心。以海峡蔬菜批发
市场为例，春节期间，市场内的农残检测中心
对进场蔬菜采取“批批检测、合格准售”方式，
全力保障食品安全。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
肉、菜、蛋等主要副食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继续抓好市级副食品基地生产和猪肉储备，
畅通物流配送，确保数量充足、品种丰富、质
量放心、价格稳定，让市民拎稳“菜篮子”“米
袋子”“果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