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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

11 月中旬，细雨绵绵，南平市延平
区王台镇溪后村，不少花农开始采摘
百合，花香中弥漫着喜悦。

“花仙”陈文靖担心百合受雨水影
响，一早就来到大棚，一边查看百合花
的长势，一边细心指导花农魏长俊。

“最近正是晴雨交替天气，要特别注意
处于现蕾期的百合花，抓紧上好棚膜，
做好叶烧病防范。”陈文靖叮嘱道。

52 岁的陈文靖是福建省“最美科
技特派员”，现任延平区林木种苗站副
站长。长期扎根花田，指导村民脱贫致
富，花一有日晒雨淋，他比谁都着急，
当地花农亲切地称他为“花仙”。

“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战略部署，让我们扎根基层的
‘科特派’信心更足。”陈文靖说，“只要
农户需要我，我就要尽最大能力提供
帮助。”

“大到引进新品种的适应性试种
和协助百合种球研发，小到农药化肥
合理使用、降低种植成本，有了科技特
派员的倾力帮助，百合花才能更香。”
魏长俊的话道出了花农心声。

有了“科特派”，大伙儿种植信心都
很足。溪后村7户党员户带领17户花农
种植百合花，带动 200 多人就业，百合
花种植面积达 1100 余亩，成为延平乃
至全省百合鲜切花重要产地之一。

去年，溪后村百合花产值 3000 多

万元，每亩净利润超 1 万元，是名副其
实的“致富花”。因为带领大家共同致
富，“80 后”魏长俊成了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

“我们村被称为‘中国科技特派员
第一村’，科技特派员‘手把手’帮扶我
们已经 20多年了。”魏长俊说。

1998 年 12 月，为破解闽北“三农”
问题，刚从德国莱法州进修过园艺栽
培技术的南平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吴
敬才，被派驻到溪后村，成为“1号科技
特派员”。1999 年初，南平市首批 225
名科技特派员下村为农民服务，科技
特派员制度由此发轫。

“党的十八大以来，延平区始终牢
记殷切嘱托，奋力推动科特派制度走
在前列。科技特派员在田间地头点绿
成金，全方位助力农业转型升级，既打
开了农业现代化之门，也改变了农村
社会生态和农民素质，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引擎。”延平区委主要领导说。

目前，延平区已有各级科技特派
员 220 人，实现科特派工作站 15 个乡
镇全覆盖，科技特派员总数连续多年
位居全省县区第一。

科技助力，农业破“瓶颈”。2020年，
延平区联合中科院、省农科院多位农技
专家组建华东球根花卉研发中心，突破
了国产化百合繁育种球技术难关，培育

推广国产化百合种球 30 万粒，比进口
百合种球节约成本近 40%。如今，“延平
百合”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延平
成为全国三大百合鲜切花产区之一，获

“中国百合之乡”称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为我们下一
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延平区委主要领
导说，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实施和创新

“科特派”经验，花林农旅齐头并进，让
绿色发展理念在延平扎根、结果。

学习手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溪后村

的发展之路，正是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

在闽北地区，好生态、好风景是发
展优势。但好风景如何走向好经济、迈
向好生活？深化“科特派”机制，以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溪后村走出了一条生
态保护、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民生改
善相得益彰的路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如今，延平区正探索深化科技特派
员共享机制和平台建设，以绿色发展
融合一二三产，让村民进一步享受到
科技兴农、科技富农的红利。

有了“科特派”，振兴路上百合香
□本报记者 吴旭涛 见习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詹国兵

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为契机，周宁县采取“县级统筹、整镇
推进、以点带面”方式，重点围绕厨余
垃圾、畜禽粪污、农作物废弃物和林下
有机废弃物“四污合一”统筹处理模
式，从农村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收
集、转运、无害化处理及有机肥生产，
到有机肥还田利用，形成完整链条。

周宁县李墩镇东山村，青山凝翠，
村庄整洁。

2017 年，东山村被列为“周宁县干
湿垃圾分类试点村”，为家家户户分发
了干湿垃圾桶。

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生活垃圾的
分类知识，东山村采取党员示范带动、
入户宣传指导方式，成立党员、少先队
员志愿服务队，引导群众积极践行垃
圾分类。“果皮、菜叶等放进湿垃圾桶，
骨头、塑料袋等垃圾放进干垃圾桶，分
好后有保洁员上门定时收集，非常方
便。”东山村村民叶秋莲说。

每天上午 8点，保洁员陈凤进就骑
着三轮车，上门收集干湿垃圾，同时给
每户村民评分。“村民很配合，家家户
户都会提前把垃圾分好，车一到他们

就主动送出来。”陈凤进说。
如今，周宁县已全面开展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村庄垃圾分类
全覆盖。

在村里的垃圾分类智能化垃圾桶
前，周宁县李墩镇际头村村民何赛琴
熟练地刷脸登录，然后将手中的干湿
垃圾按照不同的品类，投放到不同的
垃圾桶里。不到一分钟，就获得 2积分。

今年 8月，际头村在全县首推垃圾
分类数字化系统，配置 2台智能化垃圾
桶。智能垃圾桶携带人脸识别功能，群
众注册后，在人脸识别功能的辅助下，
几秒钟就能完成“不接触式”垃圾投放。
群众通过智能垃圾桶投放垃圾，还能获
得积分，用来兑换各种奖品。截至目前，
该村通过智能垃圾桶共产生积分 237

分，兑换食用油、抽纸等奖品50人次。
在周宁县泗桥乡坂坑村，分类好

的垃圾有了另一种用途。
傍晚，在坂坑村有机垃圾处理房

内，一台垃圾处理机正不停地运转，一
旁的架子上，摆着一袋袋已经制作好的
有机肥。保洁员陈先弟提着刚刚回收的
湿垃圾倒入处理仓，进行资源化处理。
2019年，坂坑村在全县率先开展厨余垃
圾制肥，走上了“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
处理变资源”的循环发展道路。

湿垃圾经过垃圾处理机的粉碎、压
榨、烘干处理后，进入降解仓中进行高温
发酵处理，约6小时后，就能成为有机肥。

“这台垃圾处理机每天可以帮助
我们处理 150公斤湿垃圾，制成有机肥
约 30公斤。”坂坑村党支部书记宋玉春
说，这些纯天然的肥料，可用作村内水
蜜桃基地的种植底肥，也有部分村民
用来种植蔬菜，收成都很好。

从垃圾回收到资源再生利用，截
至目前，周宁县已建成 37 个片区、24
个人工沤肥池（小型处理设备）垃圾分
类无害化处理点，真正做到垃圾无害
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

周宁：垃圾分类“分”出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魏知秋

本报讯（廖丽萍 周莹 张进 文/图） 20 日，一
列满载货物的中欧（厦门）班列从厦门自贸片区海沧
站缓缓驶出，经阿拉山口出境，预计 16天后抵达白俄
罗斯明斯克。这是首趟直达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中欧

（厦门）班列，也意味着中欧（厦门）班列再添新路线。
本次开行的中欧班列（厦门—明斯克）运载 50

个大柜，满载办公用品、休闲鞋、厨具、发电机等货
品，运载货值超 300 万美元。白俄线的开通，为厦门
企业外贸全球化发展增添了一条新的国际物流便捷
通道。

7 年来，中欧（厦门）班列着力建通道、搭平台，
做大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已成为多程满载
常态运行的探路者。此次开通至白俄罗斯明斯克新
路线，是中欧（厦门）班列继波兰罗兹、马拉、波兹南，
德国汉堡、杜伊斯堡，匈牙利布达佩斯，俄罗斯莫斯
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等线
路开行后的又一次线路提升，将大幅增强班列业务
板块辐射面，有效拓展厦门区域合作空间，增强我省
的物流区域竞争力，为做大做强区域物流产业和打
造东南沿海区域物流中心提供新动能。

目前，中欧（厦门）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营，成了
跨越海峡、横贯亚欧大陆的国家物流新通道。截至 10
月底，已累计开行 1189列，承运货值近 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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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漳州网友拍摄的一段“白
凤凰”飞翔于山谷的短视频火了，这让

“白凤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
在各大网络平台迅速走红。“凤凰于飞”

“好像仙子一样”“见者吉祥”……网友
的评论中，流露出满满的羡慕。

“白凤凰”翩然起舞，体现了福建生
态环境的优越。据了解，白鹇喜栖息于

森林茂密、空气质量良好的环境中。良
禽择木而栖，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
66.8%，连续43年冠绝全国，植被生态质
量指数和生态文明指数均居全国第一
位，所以才会成为“白凤凰”喜爱的家园。

实际上，“白凤凰”在福建并不罕
见，甚至是一些观鸟爱好者的“老朋
友”。因此，有的省内网友在视频评论
区给外地网友热心指路，告诉他们到
哪里可以和“白凤凰”邂逅，并且介绍
了近年来在福建看到的紫水鸡、黑脸
琶鹭等珍稀鸟类，言语中饱含着骄傲。

这份骄傲，源自 20多年来福建省
生态文明建设的接续奋斗。2000 年，
福建在全国率先探索生态省建设。党

的十八大以来，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林农不砍树也
能致富、空气也能卖钱、林业碳票给
女儿当嫁妆……生态文明建设的福
建故事不断涌现，为全国探索路径、
积累经验。

人们对“白凤凰”出现在身边的
热议，其实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愿
望得以实现的欣喜。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融为一体
的生态幸福感，已经成为群众幸福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利用城区山
体建设的福山郊野公园、厦门为市民
打造的山海步道、莆田正在发力建设

的木兰溪十里风光带等民生项目，都
是生态幸福感的来源。这些尊重自
然 、顺应自然而又能让人类亲近自
然、融入自然的好项目，相信会给群
众带来更多“邂逅白凤凰”式的喜悦。

“白凤凰”的走红，也为福建生态旅
游作了一次全网推介。清新福建、生态
之福，是福建旅游产业的一面金字招
牌。期待福建旅游业从“白凤凰”扇动的
羽翼中获得新思路、新启发，积极探索
山林观鸟、生态露营等新业态、新模式，
讲好福建生态故事，打响生态旅游品
牌，为文旅经济发展注入绿色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白凤凰”
从福建走红，既体现福建生态文明建设
的优异成绩，也为今后的生态奋进之路
提出了更高要求。沿着党的二十大指引
的前进方向，感受着“白凤凰”走红带来
的骄傲与鼓舞，相信福建会创造出越来
越丰富、越来越动人的生态故事。

在生态福建，和更多“白凤凰”邂逅
□卞军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徐文锦） 根据
省委统一部署，日前，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省委宣讲团在省委老干
部局开展宣讲活动。省委宣讲团成
员，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
长陈祥健为全省离退休干部和老干
部工作者作宣讲报告。报告会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7 万
多名离退休干部和老干部工作者聆
听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陈祥健立足福建省
情和离退休干部工作实际，结合案
例分析，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
大举措进行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
现场反响热烈。

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 个 时 期 的 首 要 政 治 任 务 ，认 真
学习领会，把握精神实质，进一步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做 到“ 两 个 维 护 ”。要 立 足
本职岗位，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扎
实有效的措施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到老干部工作的全过程
各 方 面 ，坚 持 党 建 引 领 推 进 新 时
代 老 干 部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积 极
为新发展阶段新福建建设贡献智
慧和力量。

报告会后，省委宣讲团一行与
离退休干部代表、省委老干部局机
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对
大家关心关注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等问题逐一
解答阐释。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以强
烈的政治责任感，领会好、宣传好、
贯 彻 好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全 力 以
赴、竭尽所能，继续发光发热，为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福建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作出应有的贡献。”省
委办公厅机关党委原专职副书记
李白雨说。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宣讲团
在省委老干部局宣讲

本报讯（记者 郑璜） 为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推动餐饮、批发零售、服务业
等消费市场复苏，福州市在分批有序开
放重点公共场所的基础上，于 20 日晚启
动八闽美食嘉年华暨“鱼燕榕城 丸转福
州”促消费活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郭宁宁，副省长李建成出席启动仪式并
调研餐饮企业。

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在现场发布了
共同支持福州市加快消费复苏六条措
施，包括支持围绕“全闽乐购·福见商旅”
和“万企百日惠福品”主题开展形式多样
的促销活动；对在福州购买新车并上牌

的用户给予补贴；举办首届福品博览会、
文旅元宇宙生态大会等多场展会和会
议；支持福州扩大直播产业基地、福茶
网、朴朴、永辉等网络消费；推动商贸企
业、商家、银行、电商平台等共同让利；优
先支持福州市符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企
业申报“文旅专项贷”。中国建设银行福
建省分行同步发布支持福州市开展跨年
购促消费活动专项措施。

活动现场，福州市推出“惠聚榕城”
促消费系列活动，公布一批市级美食体
验示范街（城）。8 家商贸企业代表共同
发出联合促消费倡议。

2022年八闽美食嘉年华暨
“鱼燕榕城 丸转福州”促消费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周琳） 11 月 20 日，
省委书记周祖翼在福州会见了全国台联
党组书记、会长黄志贤一行。

周 祖 翼 表 示 ，福 建 与 台 湾 地 缘 相
近、血缘相亲，处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最前沿。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一系列重要理
念和重大实践，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
融、以情促融，努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感谢全国
台联一直以来对福建发展的支持和帮
助，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作，共
同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

黄志贤对福建长期以来给予全国台
联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全国
台联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当好桥梁纽
带，与福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

周祖翼会见全国台联
党组书记、会长黄志贤

（上接第一版）
寿宁县下党乡群山环抱、碧水潺潺，

沿岸民居错落有致，古朴廊桥横跨两岸。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披荆斩棘、三次调
研的地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
牵挂的地方。在“难忘下党”主题馆，周祖翼
和大家一道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三进
下党”的感人场景，深入了解下党乡发生
的翻天覆地变化。在鸾峰桥上，周祖翼与
基层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围在一起，听大
家谈想法、提建议，共同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周祖翼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希
望乡亲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拼
搏进取、埋头苦干，积极建设美好家园，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
之路。党员干部要带领大家勤劳致富，帮
助有困难的群众，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
富裕。周祖翼一行还走进农产品直播间、
乡政府旧址、下党画苑和特色餐厅、茶
楼，与青年创业者交谈，鼓励大家充分挖
掘当地特色优势，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
做大“下乡的味道”品牌，讲好“下党故
事”，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一起把
家乡建设好、发展好。

由山向海，福安市下白石镇下岐村
的连家船民，当年也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关心关怀下，实现了搬上来、住下来、
富起来，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27600
元，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周祖翼来
到下岐村，村中房屋整齐、道路整洁，渔
民广场鲜花盛开，昔日在海上漂泊的船
民如今在岸上安居乐业。周祖翼与村民
们面对面交流，希望大家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乡
亲们继续努力、加快发展，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让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
更美丽。

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产业。近年来，宁
德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多抱几个金
娃娃”的重要指示要求，接连引进落地了
许多“金娃娃”项目，助推我省打造全球
最大的锂电池和不锈钢生产基地。周祖翼
先后来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和青拓集团，实地了解企业智能制造、人
才服务、大学生就业以及安全生产等情
况，来到研发人员、一线工作人员代表中
间，和大家交流探讨，鼓励企业加快科技
创新，加强产学研融合，发展越来越好。
周祖翼说，党的二十大对科技创新作出
系统部署，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希望企业发挥行业领军
优势，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守实业，强
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以用为本培
育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为福建高
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周祖翼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充 分 发 挥 福 建 是 习 近 平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
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深刻领会“两个结
合”“六个必须坚持”，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
总书记矢志不渝的初心坚守、永不懈怠
的使命担当、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求真
务实的优良作风，紧密联系实际，把发展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在新福建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省领导吴偕林、郑建闽参加。

践行初心使命 主动担当作为
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