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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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大艺”，百年传承

说到正宗、地道，便不得不提福州
同利肉燕老铺。福州同利肉燕老铺第
五代传人陈燕君说：“‘小吃大艺’，一
碗小小的肉燕，蕴含着福州的风土人
情。如果不接班，这道美食将从市民
的餐桌上消失，多么可惜。这是我必
须肩负的责任。”2007 年 11 月 22 日，陈
燕君在 25 岁生日这天，选择退出她心
爱的音乐舞台，正式成为同利肉燕第
五代掌门人。

作为烹制太平燕的著名老店，福州
同利肉燕老铺已有 140多年历史。清光
绪二年（公元 1876年），福州同利肉燕老
铺的创始人陈官燃在福州市三坊七巷
开店设铺，将制作的肉燕皮供给三坊七
巷的官宦家烹制私房菜。20多年后，第
二代传人陈心齐扩大生产规模，不仅把
肉燕皮供给三坊七巷的达官贵人，还供
给那些官厨、私厨，如“狮仔仔”“仙兴
馆”和“聚春园”酒家，在福州享有盛
名。传到第三代掌门人陈存谈手中时，
福州解放了。1958 年，公私合营后，陈
存谈当了福州食品公司台江肉燕社社
长。1966年后，由第四代传人陈君凡传
承经营。

陈君凡表示：“肉燕制作的关键在
于燕皮。它是取猪后腿肉，用木槌手
工击打成肉泥，再加地瓜粉揉和摊薄

延展制成。可以说，制作的过程相当
辛苦。不仅如此，作为原料的猪肉，由
于每一批次肉质的松紧不同，再加上
季节、温度和湿度等因素影响，所以每
次击打都要调整时间、节奏和配方。
这些都要靠悟性和长时间的勤学苦练
才能掌握。”

由于机器打出的肉泥一团稀烂，难
以摊薄延展，从口感到厚薄，都跟手工的
没法比，而人工制作燕皮又异常辛苦，学
艺者寥寥，陈君凡曾担心这门技艺后继
无人。为让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陈君
凡将这份重担压在“意不在此”的独生女
陈燕君肩上。

陈燕君从小学习音乐，心怀音乐
梦，本无意传续家业。但面对父亲日
益衰老的身体和殷切的期盼，她觉得
应该为父亲分担些。此后，陈燕君将
注意力慢慢转向自家老铺，她这才发
现家传技艺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也
感受到大家对肉燕的喜爱，逐渐明白
父亲执着的原因与不易，以及自己身
上的责任和使命。

放下鼓槌、拿起燕槌的陈燕君，没有
让父亲失望，她学选料、学技艺、学经营
样样在行，不仅获得多项殊荣，还为福州
同利肉燕老铺注入新思路。

经过多年刻苦学习，陈燕君现已成
为非遗福州肉燕制作代表性传承人、
高级中式烹调师、福建省闽菜技艺研
究会副会长、福建省烹饪协会理事、亚
太厨皇美食会荣誉会长，并成功摘取
福建省“巾帼建功标兵”“福州市第三
十五届劳动模范”“名师带徒示范对
子”“中国名小吃制作大师”“客家菜全
国十大烹饪高手”以及第二届、第四届

“全国海峡客家烹饪大赛”特金奖、金
奖等荣誉称号。

精耕细作，创新发展

2016年，福州同利肉燕收到福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 SC（食品生产许
可）证，这也是福州食品私企获得的首张

SC证。获得SC证后，作为中华老字号的
同利肉燕，据此打开大型卖场、批发中转
商潜在市场，与百年老铺、网络渠道构成
三足鼎立的销售格局。

陈燕君始终紧跟时代脚步，重视市
民食品安全，以保障同利系列产品质量
稳定为己任。2016年，逾 2000平方米的
中央厨房装饰一新投入使用，集标准化、
规范化、产业化于一体，走在同行前列。
中央厨房配有槌肉室、擀皮室、包料室、
化验室、新品研发室，被授予“非遗示范
基地”“陈君凡劳模工作室”“肉燕制作大
师工作室”三块牌匾，并荣获2016年福州
市优秀劳模工作室称号。

陈燕君还成立了福州同利肉燕有限
公司工会，2016年通过市级优秀职工之
家评定。2017年3月，成立中共福州同利
肉燕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陈燕君任党
支部书记。

陈燕君组织员工进行创新研发，在
保证原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求新、求
变、求异，试验彩色燕皮、增创新口味肉
燕、引进新设备、优化包装设计，不断开
拓进取。

为扩大销路，陈燕君新辟网络销售
平台，在淘宝开设旗舰店，开办官方网
站，开通“福州同利肉燕老铺”新浪官方
微博、腾讯微博、微信，把同利的历史、
肉燕的由来、制作的过程以及老铺动态
都放到网上，将肉燕营销带进电子商务
领域，从而带动福州整个肉燕行业提升
发展。

陈燕君把同利肉燕的招牌越擦
越 亮 ，如 今 ，同 利 肉 燕 日 产 量 突 破
1000 公 斤 ，较 父 亲 陈 君 凡 执 掌 期 间
翻了一番。

传播文化，传承技艺

陈燕君注重肉燕文化传播，推出
《同利肉燕传奇》《穿过后街的百年槌
声》《同利诗声》等具有闽都文化特质
的书籍，还编排了“同利号子”“打燕
舞”等喜闻乐见的节目。

同时，她注重展示和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以三坊七巷老铺为窗口，为各地宾
客捧上最具福州特色的美食“太平燕”的
同时，现场展示制作燕皮技艺，与市民零
距离互动，使百年老字号的匠心精神融
入社会、贴近大众。

陈燕君将“人人当能手、个个做专
家”真正落到实处。公司时常举办活
泼生动的速包肉燕竞赛，挑选员工进
行分组，在规定时间内看谁包好的肉
燕数量多、外观好、质量高，优胜员工
不仅能得到表彰与奖励，还代表公司
飞赴各地参与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展
示“速包肉燕”绝活，例如央视的《挑战
群英会》《好好学习吧》、湖南卫视的
《天天向上》、东南卫视北京广告招商
会，获得骄人成绩，为集体和个人争得
荣誉，培养造就了一支素质高、经验丰
富、技术娴熟的员工队伍，为企业良性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陈燕君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非
遗技艺。她时常接受国内外主流媒体采
访，拍摄专题片、接待旅行团、录制各类
节目，并受邀至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课堂、
烹饪学校、闽都讲坛展示和教授传统技
艺，传播闽都文化。

近年来，“同利肉燕”更是屡屡获得
多项国家级大奖，
比如“中国十佳闽
菜名店”“中国十佳
小吃名店”“中国名
菜”“中国名宴”“中
国名小吃”“中国名
点——金鼎奖”“中
国 名 厨 —— 白 金
奖”“中国金厨奖”

“中华金鼎奖”“中
华首届厨艺绝技金
奖”……

2016 年 5 月 5
日，中华小吃委员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成立大会，

“同利肉燕”传承人陈君凡走进庄严、宏
伟的人民大会堂，在首届“中华小吃”文
化论坛上作了《昔日鼓手 悠然转身》的
精彩演讲。2016 年，“同利肉燕”荣获

“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福建十大名
小吃”“福建最佳伴手礼”“两岸餐旅名人
贡献奖”“福州市首届十大名小吃”奖
项。2017年 5月，“同利肉燕”荣获“中华
小吃品牌传承奖”“中国十佳文化餐饮品
牌”“中国餐饮 30年卓越企业奖”“福建
餐饮连锁经营 50 强企业”“省旅游双百
佳”等荣誉称号。

“ 燕 槌 声 响 全 球 ，燕 皮 覆 盖 世
界”。陈燕君说：“现在，无论到哪里，
一提起福州太平燕，人们除了知道好
吃，还知道它们包含有祈求天下太平、
家家吉祥、人人平安的意思，是我们民
族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和平、和谐、幸福
生活的文化象征。”如今，“同利肉燕”
系列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销往
香港、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等地。

“同利肉燕”这脍炙人口的闽味精品，
深受海内外宾客喜爱，成为促进福州
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福州的重要桥
梁，既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食文化，
又让公众从中品味到醇厚的福建、福
州人文神韵。 （通讯员 蒋守福）

科技助农种出“脱贫致富果”
——记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龙眼枇杷首席专家郑少泉

培育新品种

打造“枇杷王国”
4 月中下旬是枇杷成熟的季节。位

于福清一都镇的百亩枇杷种植示范园
里，引进的 15个白肉枇杷新品种接连挂
果。从特早熟的“三月白”“白雪早”到
特晚熟的“香妃”，新品种大规模推广
后，当地的枇杷采收期将延长 1 个多
月。郑少泉及枇杷龙眼团队是这些新
品种的培育者。

枇杷有红肉、白肉、黄肉之分。白
肉枇杷肉质细嫩、清甜、风味浓郁独
特，是枇杷中的极品。它的缺点是果
小、可食率低、不耐储存。由于市场上
缺乏不同成熟期的品种，郑少泉带领团
队选育熟期配套、优质、大果的白肉枇杷
新品种，如特早熟优质大果白肉枇杷“三
剑客”的“三月白”“早白香”“白雪早”，
特晚熟的“香妃”，一步步壮大枇杷家族。

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国家果树种
质福州枇杷圃，是全国最大的枇杷基因
库。我国枇杷种质（种质是生物体亲代
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往往存在于

特定品种之中。种质有时又称基因，是
连续的遗传物质）资源丰富，共有 15 个
种。这片枇杷圃就保存了 12 个种、700
多个品种。这是省农科院五代人花了
近 50年时间才搜集到的，郑少泉是第三
代。

这些都是野生植物，多长在深山丛林
间，每一个品种都来之不易。一次，郑少
泉和同事到海南五指山寻找“台湾枇
杷”。郑少泉专注挖苗，不小心掉队了。
当他正要起身追赶同伴时，发现头顶上聚
集了大量马蜂，脚下还有大片蚂蟥。为了
不惊动马蜂，他只能蹲着任由蚂蟥叮咬，
双脚至今还留着伤疤。

30 余年来，郑少泉及其龙眼枇杷团
队的成员足迹遍布云南、海南、贵州、四
川等地的偏远乡村、深山丛林，一起丰富
枇杷基因库，打造“枇杷王国”。他们利
用基因库资源培育出枇杷新品种（系）20
多个，其中 10多个已示范种植和推广应
用。国家果树种质福州龙眼、枇杷圃现
已保存枇杷资源 700多份、龙眼资源 368
份，保存龙眼枇杷资源量、多样性水平居
世界首位。

果农“智囊团”

成果转化助力产业升级
郑少泉的团队是果农的“智囊团”。多

年来，他们辗转福清、莆田、四川泸州、云南屏
边苗族自治县等地，为果农提供技术指导。

枇杷在福州地区广为种植，采收期、
销售期集中在每年的四五月。他们选育
的特早熟“三月白”等在每年 3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成熟，特晚熟的“香妃”采收期可持
续至6月上旬。

枇杷和龙眼是莆田市涵江区两大特
色水果。郑少泉及省农科院龙眼枇杷团
队应邀为莆田涵江区开展果树品种改良，
推动产业增产提质、农民增收。今年1月，
他们在涵江区白沙镇田厝村为农民合作
社打造了一片 40亩优质白肉枇杷新品种
示范基地。经过专家们精心培育，嫁接的
果树现已长出新枝芽。

春天是龙眼嫁接的有利时节。在莆
田市涵江区 芦镇洪南村后垅农场上，果
农们忙着嫁接优良品种龙眼。 芦镇果
农现种植普通季节龙眼共 1.2万亩，但由
于采摘季节比较集中，导致销售价格不

高。为推动龙眼产业提档升级，促进农民
增收，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应邀建设杂交
龙眼新品种示范基地给予技术指导：通过
科学改土、矮化树形等栽培技术进行龙眼
更新换代，形成早熟、中熟、晚熟的品种结
构，生产品质特优的新品种龙眼；引进涵
盖早熟、中熟、晚熟的包括宝石1号、翠香、
醇香、醉香等 8个优良品种。经嫁接改良
后，不仅肉厚质脆、甜度高、香气浓，还将
大大拉长龙眼成熟上市时间，实现每年 8
月至11月间均有鲜果上市销售，切实把科
技成果有效转化为产业振兴“致富果”。

果树专家们还提供龙眼嫁接技术咨询
服务，在品种搭配、栽培技术、科技特派员
等方面给予支持，全力推动 芦的龙眼稳
面积、改品种、增效益，辐射带动莆田全市
乃至全省龙眼产业结构调整，用科技力量
支撑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省农科院枇杷龙眼团队不忘科技为
民的初心，牢记服务“三农”的使命，30年
如一日无私奉献，育成20多个新品种（系）
在全国各地生产中示范推广，如世界第一
个杂交龙眼品种“冬宝 9号”，国内第一个
人工有性杂交枇杷品种“早钟 6号”，占全
国枇杷面积 25%；创制出 6个早、中、晚熟
期配套的龙眼枇杷新品种通过专家评审，
均居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国家、省部级奖
22项，其中“枇杷系列品种选育与区域化
栽培关键技术研究应用”获2010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科技帮扶

助力乡村脱贫攻坚
打赢脱贫攻坚战，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科技助力至关
重要。在我国不少龙眼枇杷主产区，科技
对龙眼枇杷产业源源不断的助力与帮扶，
让贫困村稳步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郑少泉及省农科院龙眼枇杷团队专
家在莆田市白沙镇建立示范基地，推动枇
杷产业升级，提升优势产业附加值，通过
产业帮扶助力白沙镇脱贫攻坚。该镇 76

户 236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贫，广
山、东泉 2个贫困村也已全部摘掉“贫困
帽”。

白沙镇的枇杷种植面积达 1.85万亩，
是莆田市枇杷种植大镇。枇杷采收曾是
白沙农民日常收入的主要渠道，但近几年
因第一代枇杷品质低下、价格低廉，影响
了农民种植积极性。省农科院的龙眼枇
杷团队应邀进村下地，帮助建档立卡贫困
户。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论证后，他们分
别在田厝村打造了 40亩的优质白肉枇杷
新品种示范基地、澳柄村打造了20亩的枇
杷产业升级科技精准帮扶示范基地，预计
亩产量可达800公斤，每亩纯收入3万元。

澳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金清说：“专
家免费帮我们对这一片品质差的枇杷树进
行改良，明年的收成有盼头了。”今年，郑少
泉已免费为该村 20户农户嫁接上枇杷新
品种。下一步，白沙镇将以点带面，在全镇
13个村居逐步推行枇杷产业升级改造，促
进枇杷产业结构调整，创立白沙特有的白
肉枇杷品牌，并对接深圳百果园等国内水
果销售平台，帮助农户提供“产、供、销”一
条龙服务。预计技改 3年后，白肉枇杷新
品种将吸引 1800名农村年轻劳动力回乡
创业，促进产业兴旺乡村全面振兴。

今年各地复工复产后，2月 18日，郑
少泉及省农科院龙眼枇杷团队在福建福
清一都，建立“三月白”“早白香”“白雪早”

“香妃”白肉枇杷新品种示范基地；3月 6
日，在福建省莆田市 芦镇洪南村筛选一
片 30亩的龙眼果林进行矮化嫁接成“翠
香”“宝石 1号”“醉香”等龙眼新品种；4月
4日，在厦门同安建立 80亩新品种示范基
地；4月 8日，应农业农村部邀请，赴云南
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进行枇杷和龙眼的技
术扶贫，在屏边县玉屏镇建立枇杷新品种
引种观察圃1个，在玉屏镇、新现乡分别建
立枇杷高接换种示范基地，合计 70亩，并
培训荔枝、枇杷、龙眼种植户103人。

（福建省人社厅专家工作处、省院士
专家工作中心）

郑少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龙眼枇杷首

席专家，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

良研究室主任、龙眼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长

期从事果树资源、育种、栽培等研究，龙眼枇

杷学科带头人。

龙眼枇杷是原产我国的亚热带特色果树，

是我国南方各省区的重要支柱产业。30多年

来，郑少泉带领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龙眼枇

杷团队，开展龙眼枇杷的品种选育、推广及技术

研发示范，奔赴全省各地深入基层指导农户，推

动龙眼枇杷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致富。郑少泉选育的系列枇杷新品种，

已成为我国枇杷的主栽品种，良种覆盖率达50%

以上，累计新增经济效益83.45亿元。

传承百年 “大艺”弥“香”
——记同利肉燕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

“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有

着独特口味的肉燕（特别是名冠天下

的“太平燕”）是福州人传递吉祥、连

结乡情的佳品。购买正宗、地道的肉

燕来馈赠亲友，成为一种寄寓富贵平

安祝愿的美好象征。

“巧手飞槌，打就传统闽都美馔；

丹心献艺，捧出民间太平佳肴。”当我

们坐在“扎根”于福州市三坊七巷的

福州同利肉燕老铺，沉心、入胃地品

一碗地道的“太平燕”时，除了齿颊留

住的浓香，还有“手艺人”不懈坚持并

精打细磨的“大艺”之韵。

郑少泉郑少泉（（中中））指导龙眼种植指导龙眼种植

陈燕君陈燕君（（左左））与父亲陈君凡现场展示制作肉燕技艺与父亲陈君凡现场展示制作肉燕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