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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得知后，于 5 月 29 日让秘书托人送来 1000 元

给长汀县委书记，为生态园捐种了一棵香樟树。
2001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同志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

检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
落实情况。

习近平同志首先来到河田世纪生态园。去年他捐种的那
棵香樟树，长得郁郁葱葱，他很高兴，还亲自培土、浇水。

为河田世纪生态园捐种树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发一张
植树纪念卡，卡上详细记载了捐种人、树种、日期等。我把植树纪
念卡送给习近平同志后，他仔细端详，又笑着对我说：“发纪念卡
好，捐资植树有纪念意义，你们的管理责任也更好落实。”

在那棵香樟树的边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长汀县自
发自筹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的情况，他很赞赏我们这种做法。

随后，在生态园后山石壁下的水土流失治理现场，我带
着当年的“作战图”，向他汇报了两年来的治理情况。看着两
年前光秃秃的山岭现在已有了葱葱绿意，习近平同志的脸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为山岭治理带来的可喜变
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讲了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
说：“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 1985 年是 146.2 万亩，到 1999 年是
110.65 万亩，15 年治理 45 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 35.55 万
亩。按照这种速度，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还需 46 年。这两年加
大了治理力度，一年治理十几万亩，8 到 10 年可以完成现在的
治理任务。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是为民办实事项目，是一项继
往开来的事业，现在取得了成绩。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在山
清水秀的优美环境里，还要继续发扬谷文昌精神，一任接着
一任干，锲而不舍抓下去。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
容，又是生态省建设最薄弱的地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
地方要重点治理，完善治理机制，拓宽投资渠道，真正把水土
流失治理这项工作作为提高为人民服务质量的大事抓紧抓
实，以点带面，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
作用。”

他还说：“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各级干部就是要善待民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要体
察民情，了解民意，摸透群众在想什么，群众中发生了什么，还
要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特别是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群
众以及社会弱势群体，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他把我刚才汇报的几个数据一下子
都说出来了，有好几个数据是第一次对外公开讲的，他记得很
清楚，可见他有多在意、多上心，这让我很佩服。

我顺手拔了一棵草给他看，我对他说：“这种草叫鹧鸪草，
生命力很强，只在贫瘠的地方生长。”他仔细端详着这棵草，然
后说：“让我们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把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好，
就让这种草‘只把春来报’吧！”听着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
失治理的希望和决心，我也充满了信心。

随后，习近平同志又去视察了寒坊村的崩岗工程治理示
范点（“崩岗”指山坡土体或岩体风化壳在重力与水力综合作
用下分离、崩塌和堆积的侵蚀现象）。崩岗治理工程与习近平
同志在梁家河时打的淤地坝类似，但面积小得多，他在那里看
了很久，详细了解了崩岗治理工程的做法。临上车时，他又返
回来问了我一些事，比如埂壁种草的做法、板栗基地前埂后沟
的做法，等等。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在车门前对我说：“我这次是来检查
你们承办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落实得好，再支持；落实得不好，
不再支持。”我当即表态：“如果落实不好，县摘牌，人摘帽！”接
着他说：“我每次到长汀，都要看看水土保持的情况。”

长汀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从政治的高度、时间的跨度、资金的额度、执行的力度，开创
了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河。2001年 10月 19日，习近平同
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批示：

1.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2.应纳入国民经济规划，请省计委安排。
3. 按 2001 年资金安排规模和渠道形成拼盘意见，还要增

加多渠道投资的措施，请省计委、省财政研究。
4. 长汀河田是重点，还要统筹全省其他地方，但要突出

重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仍对长汀水土流失治

理工作很关注。
钟炳林：是 的 。他 一 直 关 注 着 。2004 年 6 月 10 日 ，那 时

习近平同志已调到浙江任省委书记了。长汀县在昔日的水土
流失区栽种了很多杨梅树，因为客家人历来都秉承着“吃水
不忘打井人”的优良传统，杨梅成熟后，我们就送了一篮子杨
梅给他。

收到长汀人民的杨梅后，他给长汀县委书记、县长回信，

信中写道：“欣悉你县几年来全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并
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3年，按照项南书记的要求，长汀开始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
治理，这几年继续加大了治理的力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
长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全面根
治为目的，切实把这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把长汀建设成为环
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2011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从荒山连片到花
果飘香 福建长汀十年治荒山河披绿》一文。时任国家副主席
的习近平同志阅后批示：请有关部门深入调研，提出继续支持
推进的意见。

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何毅亭同志专门组织了调研组赴长汀进行深入调研，并写了
详细的调研报告。

2012 年 1 月 8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调研组报送的《关于
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
重要批示，他指出：“同意中央七部门联合调研组关于支持福
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曾是我国
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
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
艰巨的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
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
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2012 年 3 月 7 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接见福建
省人大代表团时，又提到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他说：“项
南同志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就亲自倡导抓长汀水土流失治
理工作。我担任省领导后接着抓，取得了一些成效。2001年，我
提出要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最近，我又连续两
次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作了批示，要求认真总结长汀经
验，坚持以点带面，促进全省和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建
设，并要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希望省委、省政府认真总结推
广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成功经验，加大治理力度，完善治理规
划，掌握治理规律，创新治理举措，全面开展重点区域水土流
失治理和中小河流治理。对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子孙后代的事
情，一定要一任接着一任锲而不舍地抓下去，一抓到底，切实
抓出实效。”

这就是他离开福建后，持续关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的情况。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长期
关心、支持，长汀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创造了奇迹。现在，
长汀县绿满山、果飘香，成为南方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和福建
生态省建设的一面旗帜。

水土流失就是财富的流失，水土保持就是财富的保护。绿
水青山是万代永续之宏基，它不仅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还孕
育着灵气，灵气又凝聚人气。可以说，长汀是习近平同志“两
山”理论的孕育之地、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之地。

今天，习近平同志当年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正在茁壮成长，
已经成为生态园的一个观光旅游点，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拍
照留念。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经济热点，谈谈
您对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治国理政的评价及认识。

钟炳林：通过与习近平同志在长汀的接触，以及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他是一位十分了
不起的领袖。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四个自信”让人眼前为之
一亮。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古丝绸之路全新的生命
力，将“丝路精神”重新发扬光大。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集中承载地，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的雄安新区，更是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

他当年在长汀调研时，专心听汇报、细心问过程，通过调
研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知山知水方能治山治水。就是
在他的这种实地调研精神指导下，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才会取得今天这么可喜的成绩。

习近平同志具有超常的攻坚克难魄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补齐短板、抓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啃了很
多硬骨头。比如，腐败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顽疾”，没有非
凡的气魄和手段是难以做成的，但习近平总书记很有魄力，干
就干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现
在，中国的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效，百姓一致叫好。

习近平同志具有超凡的风度和自信。他深思熟虑，成竹在
胸，引经据典。无论是 2016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还是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他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专家、代表的精彩
发言，充分彰显了他作为大国领袖的高度自信和人格魅力。

（转载自2020年8月12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同志指示把长汀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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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逛展的人这么多，开幕仅一
个多小时就成交了16单生意，客人连样
品都要。福建真是一个经济活跃的地
方。”石家庄市那些花儿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总经理简莹1日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2022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 6月 1日
至 3 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跨交会是福建局部疫情后举办的
首场国家级专业展会，也是国内规模最
大的跨境电商行业品牌展会。展会以

“链接跨境全流域，共建电商新生态”为
主题，采用“专题展会+高峰论坛”、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疫情让各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危机面前，以电商为代表的线上
经济蓬勃发展。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
展馆里人山人海，参展商们通过发放宣
传品、面对面洽谈等方式大力宣传企
业、平台、产品亮点，积极寻找合作伙
伴。众多跨境电商人气品牌和新产品、
新平台纷纷亮相，跨交会成为跨境电商
抢占商机的舞台。

新业态 新气象
记者了解到，本届跨交会上，全球50

多个跨境电商平台、200多家知名跨境电
商服务商、2000多家外贸优质供货商参
展，展出涵盖数码、家居、母婴、鞋服、汽
配等跨境电商热销品类商品超百万个。
龙头平台云集，包括亚马逊全球开店、谷
歌、沃尔玛全球电商、eBay、阿里巴巴国
际站等老牌跨境电商巨头，以及来自澳
门的新兴平台纷纷参展。虽然目前北京、
上海等地疫情仍未平复，但本届展会依
然展现出久旱逢甘霖的难得效果。

“与首届相比，今年跨交会的办展

层次和规模不变，展示品类更齐、采购
邀请更广、智库专家更多、产业要素更
全，将对福州跨境电商发展带来重大利
好。”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丹锋介绍，参展的供应链企业代表
性强，基本覆盖全国 60 多个特色外贸
产业带和跨境电商全生态链。展会设置
多个论坛区和直播区，总共举办近 30
场高端论坛、会议等，展现出跨境电商
业态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以前是以代工为主，疫情之后，海
外的贸易商比较萧条，所以我们就开始
转型，创建自己品牌，增加在亚马逊的
投入。今年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70%，产品亚马逊的线上排名在美国
市场占据第二位。”福建易美特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刘宇对记者说，

“这次参加跨交会，希望吸引更多的经
销商和代理商，共同开拓欧洲市场。”

“我们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永生花
工艺产品，线上销售占 90%，疫情之下
公司业务仍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
简莹认为公司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才
能在市场中站住脚。

“在疫情大背景下，跨境电商稳外
贸和助力‘双循环’作用更加凸显。”泛鼎
国际集团董事长刘波说，“跨交会是一
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在疫情环境
下，还有那么多人来参展，说明全社会、
全行业对跨境电商的关注度很高。”

搭平台 助发展
本 届 跨 交 会 福 建 省 参 展 企 业 共

656 家，涵盖了服装鞋帽、家具家居、德
化陶瓷、竹木用品、按摩器材、户外用品
等本土优质外贸出口产业带。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跨交会，并举办
了福建柘荣刀剪、僧服产业推介。”柘荣
工信局局长林敏说，“柘荣碳钢剪国内市
场占有率突破 90%；柘荣是全国主要僧
服生产基地，销量占全国的70%以上。但
是我们缺乏运营商，希望借助这个平台，
通过跨境电商，把柘荣优质产品带出国
门，促进产业走新型发展模式。”

“2021 年，公司电商团队收入突破
3500万元，其中跨境电商销售占 10%。”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德星对记
者说，“希望借助跨交会这个平台，以文
化推进营销，让各国通过茉莉花茶了解
福州茶文化。”

依托跨交会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
闽企尝到了甜头。福建大方睡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布局跨境电商仅仅一年时
间，公司供货产值就从零跨越到 4000
万元；森地客集团在过去的一年，跨境
电商团队发展到 3 个部门，2021 年跨境
电商营收约 7200万元……

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
猛。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 5年增长近 10倍，去年规模达到
1.92 万亿元，增长 18.6%。目前，全国已
设立 132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新引擎 新机遇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高度重

视跨境电商发展，把跨境电商作为对外
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亮点，推动跨
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服务新发展大局。
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龙岩等 6
个城市获批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我省
跨境电商发展综合指数居全国第 7 位，
经济规模指数居全国第 3位。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全省通过
海关监管出口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
超过 2 倍，跨境电商已成为福建外贸创
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副主任、福州市跨境电商办常务副主
任梁勇表示，近年来，福建省和福州市
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加快跨境电商综
试区建设，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推动海
外仓高质量建设，优化综合服务体系，
全力打造“数字应用第一省”和“数字
福州”品牌，为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广阔舞台。2021 年福州跨境电商
成交规模突破 500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5.3 倍。

在本届跨交会上，福州市宣布设立
跨境贸易补偿专项资金池，首期启动规
模达 8000 万元，更精准地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打造政策“虹吸效应”，吸引一
批跨境贸易企业在福州落地发展。

“从整个展会来看，这是全产业链
的参与，上游、中游、下游企业都聚焦这
里，是非常好的项目储备平台型的跨交
会，在这里面一定会孕育出独角兽企
业。”福建省拓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卢春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跨境电商改变了传统贸易方式，
数字技术与传统外贸融合培育出新业
态，为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
遇。”福建省进出口商会会长阮卫星说。

目前，福建跨境电商行业正积极探
索“海上丝路”、发挥轻工业产业优势、
深耕定制化市场、打造数字贸易高地，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在跨境电商中的作
用，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赛道中积极
作为。

跨境电商云集福州抢商机
□本报记者 林智岚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记者 3 日
从省防汛办获悉，5 月中旬以来，我省
先后遭遇两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
地区江河底水高，下垫面土壤含水量饱
和，叠加后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
灾害。据会商研判，端午假期和高考期
间，我省雨日多，6 月 5 日晚到 9 日有明
显降水过程。其中，3—4 日，全省多云，
午后到上半夜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
大雨到暴雨；5 日白天，南平中到大雨，
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午后
到上半夜有阵雨或雷阵雨；5 日夜里到
9 日，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省防汛办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压紧压
实防汛责任，提前研判近期强降雨态势，
及其可能对端午假期出行、高考等重大

社会活动安全的影响，周密部署、严密防
范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
流洪水和城区内涝等灾害，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各级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克服厌战情绪、松
劲心理，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发扬连续作
战精神，强化值班值守，加强组织部署，
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工作，切实把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高考安全放在首位落
到实处；要进一步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密
切跟踪降雨态势，重点关注端午节龙舟
赛水上活动、公众近郊短途出游，高考期
间考生出行、考点考场周边环境等重大
活动、重点环节，及时研判暴雨、山洪、内
涝、地质灾害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影响，提
前落实好预案措施，扎实做好端午节和
高考期间防汛保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度
过平安祥和的节日，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省防汛办：

全力做好端午节和高考期间强降雨防御工作

本报讯（记者 林侃） 记者从菜鸟
了解到，菜鸟驿站在全国 200 多所高校
投入的 500 多台无人车“小蛮驴”将在
今年“6·18”购物节期间为百万师生服
务，这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商用无
人物流车队。其中在我省，厦门大学、福
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商学院、福
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州工商学院、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
院、闽南理工学院、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的同学已经可以体验到无人车“送货到
楼”的便利。

“引进无人车后，可以实现按需预

约、定时上门、送货到楼，既方便老师和
同学，也避免了取货造成的人流聚集，
实现了无接触配送。”泉州信息工程学
院菜鸟驿站站长朱惠祥表示，学院里菜
鸟的 4 台“小蛮驴”已经整装待发，高峰
期 间 运 力 全 开 ，单 日 最 高 可 配 送 超
1500件包裹。

据了解，“小蛮驴”具有 L4 级无人
驾驶能力，充 4千瓦时电能跑 100公里，
一车单趟能装 50 个包裹，一个校园一
般会有 20 到 30 个无人车停靠点，师生
可在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学楼等处自
行选择取货地点，满足学校师生随时随
地准时取快递需求。

全球最大商用无人物流车队入驻我省高校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薛荣
泰） 对运输企业予以纾困补助资金，取
消港口设施保安费的政府定价，降低湄
洲湾、福州港、厦门港、泉州港引航（移
泊）费基准费率，力争 6 月份新开工高
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 9 个项目、总投
资超 200 亿元……2 日，记者从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该厅出台交通运输助企纾
困支持市场主体发展九条措施，助力行
业健康稳定发展。

据悉，九条举措主要包括对运输企
业予以纾困补助资金、实施港口收费优
惠政策、优化服务企业和全力推进项目
攻坚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受出行需
求减少、防疫支出增加等影响，交通运
输企业经营受到较大冲击。我省将重点
对正常运营的三级及以上道路客运站
给予疫情防控和电子客票纾困补助；对
全省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经营性企业
按客位给予纾困补助；对今年获批国内
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试点的企业给
予纾困补助。

此外我省加快拨付农村道路客运、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出租汽车油价补

贴资金。深入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
予行政处罚清单，对符合条件的轻微不
罚、首违不罚等举措，进一步为企业减负。

港口方面，我省将取消港口设施保
安费的政府定价，将其纳入港口作业包
干费作为子项，该子项收费标准不得高
于原收费标准；降低湄洲湾港引航（移
泊）费基准费率 15%，降低福州港、厦门
港、泉州港引航（移泊）费基准费率10%。

据悉，省交通运输厅和各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都设立工作专班，协调
帮助交通运输企业落实留抵退税、中
小企业融资担保、1000 亿元交通物流
领域再贷款等助企纾困政策。充分发
挥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作用，保
障全省交通物流通畅，按“一企一策”
强化对全省重点工业、外贸、农业企业
物流保障服务。

为了全力加快交通运输项目建设，
省交通运输厅实施领导挂钩包片工作
机制，协调强化要素保障，推进前期项
目加快开工、在建项目加快施工，力争
6 月份新开工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
9 个项目、总投资超 200 亿元，全力实现
二季度结果好、上半年“双过半”。

我省出台交通运输助企纾困扶持政策

3 日 ，福 州 外 语 外 贸
学院开展“外国留学生过
端午”活动。过端午，自然
少不了包粽子、吃粽子。叠
粽叶、填糯米、放蜜枣、系
绳子，校食堂工作人员演
示着包粽子的方法，并手
把手教给留学生。留学生
们还品尝到了工作人员提
前准备好的粽子，在趣味
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林煜轩 摄影报道

留学生
过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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