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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制度助力乡村振兴

G 关注

近年来，涵江区委把实施科
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精准服务
uanzhu
“三农”工作的长效机制，营造良
好环境，激发创业活力，把科技特
派员打造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排头兵和乡村振兴的先锋队。
入春时节，涵江区科技特派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
到春耕生产、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战“疫”中展现科
技支撑的力量。

技术指导 服务春耕生产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做到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
两不误，涵江区多名科技特派员利用自己专业技术知识助
力春耕，主动对接受疫情影响的农业企业、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 10 多家，通过电话、微信、QQ、慧农信、田间
地头指导等方式，开展春耕生产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共
解决技术问题 13 项。
受疫情影响，外出受限，农业种植存在用工难的突出问
题。在新县镇张洋村、大洋乡车口村等地，为帮助农户做好春
—信田农业科技公司利用
季病虫害防治工作，法人科特派——
无人机开展农药喷洒作业。1-2 月份，无人机服务面积达

10000 多亩次，相当于约 2500 人一天的工时，助力疫情防控
和春耕生产。

产业帮扶 助力脱贫攻坚

李金清是白沙镇澳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枇杷多
年，因为缺劳力、缺技术支持、缺品种改良问题，家里 30
多亩枇杷效益不好。3 月 3 日疫情形势有所好转，郑少泉
3 月 20 日，在萩芦镇洪南村刚筛选的一片 30 亩龙眼
团队便来到李金清的枇杷园中，赶在春耕备耕之际，帮助
基地上，省级科技特派员、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原所长郑
其将品质差的枇杷树全部进行矮化、嫁接、品种改良，短
少泉博士正指导农户进行土壤改良，然后种上自己多年精
短半个月时间协助完成果园地路网建设，共嫁接了 800 株
心培育的晚熟龙眼品种，打造一片龙眼树高接换种示范基
“三月白”“香妃”等优质白肉枇杷。该团队还将无偿提供
地。嫁接后的龙眼新品种挂果期增长，拉开成熟期,市场价
技术咨询，并为李金清对接深圳百果园水果销售平台，提
格较好，届时将有力提高果农收入。
振了李金清脱贫致富的信心。
为助力涵江区枇杷和龙眼两大特色水果提档升级、提
在贫困村广山村，市农科所柯庆明博士和其研究团队来
高农民收入，涵江区积极对接果树研究专家为果树进行品
现场
到兴田生态农业基地，
协助农业基地安排春耕生产计划，
种改良。1 月份，郑少泉带领研究团队在白沙镇田厝村为
流转土
指导蔬菜种植。这片基地是科特派严生仁带队创建的，
农民合作社打造了一片 40 亩优质白肉枇杷新品种示范基
菠菜等蔬菜，带动农户 458 户，
地 200 多亩，
主要种植娃娃菜、
地。经过精心培育，嫁接的果树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枝芽。 疫情期间为本村农户提供 30 个就业岗位。柯庆明等人还来到
下一步，将以点带面，在部分镇村逐步推广嫁接新技术， 澳东村，
为农户开展种植技术指导，提出应对疫情和不利气候
促进龙眼、枇杷产业结构调整，把两大产业进一步做大做
影响的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指导推进澳东村大豆良种繁育示
强做优，辐射带动莆田市乃至福建省龙眼、枇杷产业转型
辐射
范基地项目。目前广山村也计划推广大豆良种繁育技术，
升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乡村全面振兴。
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林亦霞 郑仲谋

品种改良 促进农业增收

促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恢复
本报讯 （记者 林晓玲 通讯员 谢高峰）记者从市住建局
获悉，我市多举措促进房建市政工程、混凝土生产企业、房地产生
产企业等加快复工复产步伐，恢复日常运作和产能。
据悉，市住建局先后召开专题会议 7 次，部署协调全系统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及时制定印发建筑工程疫情防控手册、复工
流程指南。为加强督导服务，该局成立服务督导组、党员先锋组和
法律援助组，推动全系统干部重心下沉，主动到项目一线、企业指
导帮扶、
协调解决问题。同时加快政策支持力度，提请市政府研究
出台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实施意见 18 条和推进建筑业复工
复产的若干措施 12 条，建立混凝土联调联供制度，牵头对接工信、
机关事务管理处等部门，为企业采购协调口罩 35 万多只。
我市还从稳妥推进土地供应、顺延疫情影响期限、降低预售许
可条件、
开辟快速审批通道、加强企业金融服务等十个方面帮助企
业有效应对疫情，保障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讯 3 月 21 日，莆田桂
圆产业园天桂五云基地在城厢
ongjing
区华亭镇五云村正式揭牌。
华亭镇是我市桂圆种植第一大镇，种植面积约占
全市四分之一。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质适宜，该镇
所产的龙眼品质优良，特别是桂圆素有甲天下美誉，
成为全国桂圆的佼佼者。但桂圆品种结构单一、生产
成本上升、农户收益不高等问题，制约着该镇桂圆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该村充分利用桂圆良种繁育的资源优
势，通过嫁接“四季蜜”等新品种和对接企业，加强在
农村产业开发和扶贫工作等方面合作，寻找出路，破
解难题。
据介绍，天桂（福建）食品有限公司今年计划在华
亭镇建设 3000 亩桂圆基地，其中首期在五云村现存
的百年老树果园及村特色的“四季蜜”品种的基础上，
建成具可追溯体系、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桂圆示
范基地 500 亩。
天桂（福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清勇表示，结
合五云村近几年建成的乡村旅游硬件，将基地培育成
一方面融合一、二、三产业，
农业与旅游融合的新业态，
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问题，为该村带来可持续性的经济
效益；另一方面未来将打造 10 万亩的基地，为桂圆产
业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云村党支部书记林玉满表示，村企携手共建桂
圆基地，既解决了农业发展中资金紧缺难题，可带动
农户增产增收，又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的活力，共促乡
村振兴。
（易振环 肖建耀）

多措并举做好扶贫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蔡蕊）记者近日从市海洋与渔业
局获悉，该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措并举，做好扶贫
工作。
该局加强项目策划与对接，扶持有关乡镇大力发
展应用环保型塑胶渔排、贝藻类浮筏养殖、深水大网
箱养殖等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带动贫困户发展。
目前南日岛东岱湾海域已完成第一期 980 口环保型塑
胶网箱建设和北岸东埔镇海域环保型塑胶渔排建设项
目，计划到 2022 年底前，在南日镇东岱湾海域完成
升级改造 2020 口塑胶渔排建设，北岸东埔镇完成
2000 口渔排升级改造，其他乡镇完成约计 1 万口的
渔排升级改造。
同时，实施贫困渔乡实用人才培养，采取集中培
训、现场指导和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教学培训方法，为贫
困渔村、贫困渔民开展养殖技术免费培训。积极争取上
级资金，在重点渔业养殖区开展海水水质监测，做好渔
业突发重大水生动物病害、疫情等渔业防灾减灾技术
服务和应急指导。2019 年共在贫困村集中乡镇设置水
生动物疫病测报点 11 个，监测养殖面积 686.25 亩。

线上直播卖画忙
本报讯 （记者 吴琪娜 文/图） 日前，莆田国际油画城不
少油画电商企业恢复营业，忙着线上直播卖画，加快复工步伐。
记者在莆田国际油画城看到，一位主播正拿着一幅装饰画站
在手机前快速地介绍产品材质和尺寸等 （如图）。企业负责人介
绍道，他们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营业，面对疫情带来的市场变化，
主要瞄准国内市场，通过淘宝、微拍、抖音等渠道打开产品销
路，虚拟网店渐渐成为与实体画廊平分秋色的油画销售渠道。
据了解，莆田国际油画城油画交易中心近期经招商入驻企业
18 家，其中有不少艺术电商企业，力求为莆田本土油画电商创业
者提供“油画电商主体培育+产业孵化支撑+城乡物流整合+电商运
营管理”
的全产业链服务。

秀屿区石门澳化工新材料产业园规划面积 8.4 平方公里，已建成项目 2 个，正在建设项目 3 个，
还有签约项目 2 个，整个产业园总投资将超过 700 亿元。近日，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先行开工。图为
开工现场。
本报记者 林罗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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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前服务助企复工复产

热电联产项目获省发改委核准

本报讯 3 月 23 日，笔者从秀屿
东峤片区热
区东峤工业园管委会获悉，
iangmu
电联产项目正式获得省发改委核准。
为满足秀屿区东峤片区热负荷不断增长的需求，提
高园区集中供热能力，促进节能减排，秀屿区大力推进重
点环保清洁能源项目。
东峤工业园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规划建设用
地面积 194 亩，规划建设 3伊150t/h 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
床锅炉和 2伊18.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
硫、脱硝、除尘装置及配套设施，规划总投资 50835 万元，
预计于今年 5 月动工，2021 年 3 月建成投产。
据了解，热电联产是既产电又产热的先进能源利用
形式，同时向用户供给电能和热能。热电联产项目集中供

项 目

为市民提供高品质出行服务
奇奇广汽新能源与北通 168 网约车达成战略合作
3 月 25 日，由奇奇广汽新能源与北通 168 共同举
办的“网约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莆田奇奇广汽新能
源展示中心举行。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华东大区主
任廖玉江、区域经理卢海宁，奇奇企业集团领导吴学
军，北通 168 总经理黄志民、副总经理方恩赐参加。
仪式上，廖玉江介绍，此次签约仪式，旨在为广大
司机朋友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平台，将优质的广汽新能源
车型推荐给司机朋友，将新的出行方式带给莆田市民，
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出行服务。
黄志民说，北通 168 一直为客户提供最完善的销售
和服务体系，始终坚持“销售一流产品，追求客户满
意”为宗旨。此次战略合作，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
消费者，为客户提供更佳更便捷的优质服务，用最坦诚
的心与客户朋友携手共创未来。
随后，双方代表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
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建立。
据悉，本次活动指定网约车-广汽新能源 Aion S 炫
530。先人一步的科技享受，超长续航优享出行 B 级车，
高品质，高舒适，高科技！北通 168 网约车在战略合作
中签订了 300 台，将给莆田网约车市场带来新鲜的“血

村企携手共建桂圆基地
N农经

热，具有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高、节能环保等优势，是解决
城市和工业园区集中供热的主要热源和供热方式之一。
东峤片区热电联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切合新发展理念，对
更好地满足东峤片区不断增长的热负荷需求，有效补齐
区域内集中供热短板，促进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改善电力
负荷现状和大气环境质量等，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为确保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助推高质量发
展，目前园区已抽调精干人员成立项目工作专班，指导协
助项目业主和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在确保疫情防控和
生产安全前提下，抓紧办理项目编码申请、用地预审、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规划验收等
开工前各项准备手续，促进项目按序时节点有序开工。
（吴志军 林志洪）

停电公告
辖区

城厢区

液”，共同助力美好城市出行。
本次签约，将积极推动网约车在莆田的发展，更好
地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双方也将以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为合作基础，朝着更深、更高、更远层次持续
战略合作，携手共赢，将为广大网约车司机提供更好的
平台，为莆田市民提供“低碳健康、便捷时尚、优质平
价”的专车出行体验。

计划停电时间

4月 2 日 08:00-17:30

尊敬的客户：
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等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
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做好准备。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海枫玉路

珍中工贸有限公司，东海镇海头村海头、莆田市佰达工贸有限
公司、莆田市锦腾鞋服有限公司、华顺织造有限公司、东海镇上亭
村上亭、海星工艺品有限公司、辉煌鞋材公司、才子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城厢区恒旭塑胶有限公司，东朱村东朱、莆田市威远鞋材有
限公司、城厢区日盛实业有限公司、协诚鞋业厂、莆田市中兴实业
有限公司、煌龙工贸有限公司、城厢区东海镇龙上铁件加工厂、清
华五金塑胶有限公司、三立工贸有限公司、莆田市中兴实业有限公
司、城厢区达成橡塑制品经营部、莆田千禾鞋材有限公司、莆田市
华利实业有限公司、莆田市环洋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
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
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
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

遗失
声明

本报讯 （记者 陈艳艳 通讯员 李少兵）近期，
为推动企业顺利复工复产，东峤市场监管所立足职
能，对已复工复产企业靠前开展摸排检查，走访华
峰、晶秀等龙头支柱企业，重点检查企业食堂从业人
员健康、索证索票制度、进货查验制度等工作落实情
况，要求企业落实好“三分开一消毒”。
该所拓宽宣传渠道，密切与地方党委政府、珠宝
城、园区联动，宣传复工复产企业食堂食品安全管理、
特种设备安全等相关知识。同时做好企业融资宣传工
作，走访恒艺终端展柜等企业，开展专利权质押、动产
抵押等宣传工作。截至目前，该所已出动执法人员 92
人次，靠前检查企业 43 户次，收集企业复工复产难题
4 个，现场解答 4 个。

电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
时停电信息及未来 7 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特此公告！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镇山初村林建国、王
秀勤夫妇不慎遗失婴儿出生证壹份，出生证
号码为 O350652376，现声明作废。
2020 年 3 月 25 日

遗失
声明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镇山初村林建国、
王秀勤夫妇不慎遗失婴儿出生证壹份，出
生证号码为 O350040886，现声明作废。
2020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