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厢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在新赛道上跑出

32022年10月26日
责编：卢芸斐 邮箱：704046674@qq.com 城厢专版

陈天疆陈天疆（（常务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
的伟大成就鼓舞人心的伟大成就鼓舞人心，，发出使命号召更催人奋发出使命号召更催人奋
进进。。我们将坚决贯彻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我们将坚决贯彻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以
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精湛的业务更加精湛的业务、、更加严格的纪更加严格的纪
律律、、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务实的作风，，围绕中心大局围绕中心大局，，聚焦基层一聚焦基层一
线选出好干部线选出好干部、、配强好班子配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树立好导向，，引导广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争做敢于担当的大党员干部争做敢于担当的““猛将猛将”、”、积极作为的积极作为的

““闯将闯将”、”、善作善成的善作善成的““干将干将”，”，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为建设为建设““山水格局山水格局、、人文人文
宜居宜居””新城厢提供坚强干部保证新城厢提供坚强干部保证。。

李玲李玲（（办公室办公室））：：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后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后，，我倍感鼓舞我倍感鼓舞，，更加信心满更加信心满
怀怀。。作为一名组工干部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务必不忘初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艰苦奋
斗斗，，务必敢于斗争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嘱托的嘱托，，立足本职工立足本职工
作作、、对照任务要求对照任务要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充沛的干充沛的干
劲劲、、扎实的作风扎实的作风，，为建设为建设““讲政治讲政治、、重公道重公道、、业务精业务精、、
作风好作风好””的模范部门贡献一份力量的模范部门贡献一份力量。。

翁海峰翁海峰（（干部股干部股））：：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
成果丰硕成果丰硕，，听后让人倍受鼓舞听后让人倍受鼓舞、、催人奋进催人奋进。。报告指报告指
出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走好新的赶
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作为基层组工干部作为基层组工干部，，我将进我将进
一步学深悟透二十大报告精神一步学深悟透二十大报告精神，，立足自身岗位立足自身岗位，，不不
断加强学习断加强学习，，以更昂扬的斗志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更务实的作风、、更更
扎实的本领扎实的本领，，围绕围绕““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
质干部队伍质干部队伍””目标要求目标要求，，努力当好新时代基层干部努力当好新时代基层干部
工作的工作的““践行者践行者”。”。

徐迟徐迟（（组织股组织股））：：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一系列新思路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战略、、新举措新举措，，结合基层党建各结合基层党建各
项具体工作项具体工作，，我们将一以贯之抓制度我们将一以贯之抓制度，，狠抓狠抓““三会三会
一课一课”、”、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推进政治生活规范推进政治生活规范
化化、、党内活动经常化党内活动经常化；；将一以贯之抓覆盖将一以贯之抓覆盖，，针对当针对当
前还存在的实际薄弱环节前还存在的实际薄弱环节，，切实抓好组织覆盖和切实抓好组织覆盖和
工作覆盖工作覆盖；；将一以贯之抓教育将一以贯之抓教育，，进一步探索创新进一步探索创新
党性体检等好载体党性体检等好载体、、好平台好平台，，有效引导党员发挥有效引导党员发挥

作用作用。。
柯秋霞柯秋霞（（人才办人才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人

才是第一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作为基层人作为基层人
才工作者才工作者，，我们将切实把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做我们将切实把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做
好人才工作的强大动力好人才工作的强大动力，，围绕人才工作新形势围绕人才工作新形势
新要求新要求，，结合城厢实际结合城厢实际，，大力培育一批高素质的大力培育一批高素质的
应用型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完善出台更加精细管用完善出台更加精细管用、、
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的政策措施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人持续优化人
才服务环境才服务环境，，扎实做好人才落户扎实做好人才落户、、子女入学子女入学、、配配
偶就业偶就业、、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等““一站式一站式””服务工作服务工作，，有效有效
激发人才干事创业激情激发人才干事创业激情，，不断开创人才工作新不断开创人才工作新
局面局面。。

洪晓苹洪晓苹（（老干股老干股））：：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立意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立意
高远高远、、论述精辟论述精辟，，鼓舞人心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催人奋进，，讲述了党和讲述了党和
国家五年来取得的光辉成就国家五年来取得的光辉成就，，也为今后的工作指也为今后的工作指
明了方向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提振了信心。。作为一名组工干部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深我深
刻感受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刻感受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将立足本职工作我将立足本职工作，，
以更高的政治站位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踔厉奋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勇毅前行，，用心用用心用
情精准服务情精准服务，，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
的业绩的业绩，，推动老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老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

林倩冰林倩冰（（干教股干教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要
自信自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守正创新，，踔厉奋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勇毅前行，，为全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结合干教工作结合干教工作，，我们我们
将根据上级部署迅速启动专题培训将根据上级部署迅速启动专题培训，，围绕围绕““真真””
字抓学习字抓学习，，围绕围绕““实实””字抓落地字抓落地，，围绕围绕““好好””字抓作字抓作
风风，，分批分层次对全区干部开展轮训分批分层次对全区干部开展轮训，，切实把党切实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贯彻好。。

郑丽颖郑丽颖（（组织员室组织员室））：：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
告告，，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生逢其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生逢其时，，正处在一正处在一
个伟大的时代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名党务干部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志存志存
高远高远、、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踔厉奋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勇毅前行，，继续在全继续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书写出奋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书写出奋
斗的华章斗的华章。。

把二十大精神学习好贯彻好把二十大精神学习好贯彻好
二十大报告在城厢区委组织部引发热烈反响二十大报告在城厢区委组织部引发热烈反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莆田市城厢区委组织部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莆田市城厢区委组织部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
响响。。大家热情高涨大家热情高涨、、备受鼓舞备受鼓舞，，纷纷表示纷纷表示，，要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要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工作，，以更高的站位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宽的视野、、更严的标准更严的标准，，把各项要把各项要
求落实到组织求落实到组织、、干部干部、、人才等工作的方方面面人才等工作的方方面面，，持之以恒地推动组织工作持之以恒地推动组织工作
开新局开新局、、谱新篇谱新篇。。

近日，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现场教学点签
约授牌仪式在莆田市城厢区常太镇马院村闽中游
击区革命纪念馆举行。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
学院一级巡视员徐小佶，莆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袁素玲，城厢区领导王文才、苏德权等出席活动。

据介绍，80多年前，常太镇马院村因山高路
陡、地势险峻，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中游击
区的发祥地和根据地。闽中游击区革命纪念馆再
现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中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与当地人民群众一道历尽艰难、顽
强斗争的革命历史。

徐小佶在仪式致辞中表示，此次省委党校、
行政学院与城厢区委共建教学点，有助于全省广

大领导干部深入学党史、用党史，不断坚定理想
信念；有助于全省广大领导干部加深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识，以历史眼光和创新思维审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

王文才在欢迎词中表示，此次省委党校、行政
学院将闽中游击区革命纪念馆确立为现场教学
点，对城厢来讲，既是一项可喜殊荣，更是一份责
任重托。城厢区将以此次揭牌仪式为契机，持续
完善配套设施、建强讲解队伍、创新教学形式，全
力配合省委党校现场教学安排和教学需求，努力
把基地打造成省内一流示范性现场教学基地和全
省校地合作典范。

省委党校与城厢区共建现场教学点

莆田市城厢区人社局近日发布公告称，截至
目前，共收到 103人参加省、市人社部门组织的职
业技能鉴定统一考试并取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职业资格证书及专项证书的补贴申请。经福
建省“见证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比对，103人通过，
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有51人，其中高级技师（一
级）1人，技师（二级）2人，高级工（三级）16人，中级
工（四级）28人，初级工（五级）4人；取得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 52 人（具体人
员名单扫描右侧二维码
查看）。

本期享受“见证补
贴”人员为 103人，拟补助
资金 99140元。所需资金
从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资
金列支。

城厢区百余人获职业培训见证补贴

扫二维码查看

近年来，莆田市城厢区聚焦 1个特色乡镇、8个
省级试点村、6个市级试点村，推进“1+8+6”乡村振
兴试点建设，加快环东圳水库生态休闲区、沿木兰大
道花果蔬菜产业区、滨海民俗文化体验区集聚发展，
交出建立乡村振兴示范带为民造福的满意答卷。在
乡村振兴的新赛道上，城厢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跑出“加速度”。

环 东 圳 水 库

建生态休闲区

秋意渐浓，城厢乡村大地迎来一年“颜值”巅
峰。蓝天白云下，风吹稻浪，瓜果飘香，丰收的喜悦
在希望的田野里绽开，如黛青山与收获的农人构成
了一幅绝美画卷。

9月 29日，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的城厢区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城厢区常太镇岭
下村一亩芸生态园举办。现场开展桂圆、葡萄、玉
米、柚子、莲子等特色农产品促销活动，网红现场直
播带货，将该区特色农业品牌、特色农产品推向更广
阔的市场。活动表彰了 5个无公害水果基地、2家区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家区级家庭农场示范场，激
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中，城厢区组织党员干部参
与“认领一亩田”志愿活动，以实际行动帮助解决农
业生产销售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常太镇集山区、老区、库区、林区于一体，是莆田
市的“大水缸”和“后花园”。该镇将“生态美”和“百
姓富”有机结合，深挖区域生态资源禀赋，发展壮大

“绿色+”业态，探索出一条“绿色+”的生态振兴之路。
松峰村群山叠翠，鸟语花香。四周有九龙谷国

家森林公园、天马山省级森林公园、石寺岩寺等景
点。该村利用山水自然优势，引导村民改造旧庭院，
发展休闲庭院经济。“小庭院”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
春水”，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村庄有“看头”更有

“赚头”，呈现村美、家和、民富的新图景。
地处松峰村的半浮生茶院是莆田市一处网红打

卡地。这里集休闲茶院、特色餐饮、儿童乐园、星空露
营、主题民宿、花海田园等综合业态，形成观光、休闲、
度假、文化体验等一体的特色“慢生活”文创园。

城厢区成立慢生活文创交流中心，在半浮生茶
院举办莆田首个慢生活文化节，首次以节庆方式提
醒人们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目前，东圳水库环库路
周边还涌现出初一山舍、上山听湖等多家休闲餐饮
店、民宿，串点成线，催生集“智慧农业+观光体验+休
闲娱乐”的业态，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青山绿水环绕，良好的生态是城厢区乡村振兴
资源优势，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该镇挖掘岭
下村的生态资源特色，以“立谷听涛，乡野岭下”为主
题，走出一条生态乡村休闲旅游之路，建成独具特色
的岭下 24景，跻身国家级 3A景区，叫响岭下村乡村
旅游品牌，让越来越多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生态休闲“红”“绿”共赢，马院村风光秀美，当年
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指挥中心。该村挖掘和
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及生态旅游资源，打造了闽中
游击区革命纪念馆、忘忧谷、千亩竹海等多个景点，
游客纷至沓来。

依托九龙谷 4A级旅游景区优势，常太镇整合周
边乡村旅游资源，打造智慧农业、观光体验、休闲娱
乐等新业态，推出“美丽岭下—九龙谷景区—马院人
家”乡村山水生态游、“九龙谷—半浮生文创园—东
圳水库”乡村休闲游等 4条精品旅游线路，释放消费
新活力，获批全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木 兰 大 道

形成花果蔬菜产业区

国庆长假期间，位于华亭镇的城厢花卉世界、兰

亭寺、出米岩等景点，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游玩。
木兰溪流经城厢区华亭镇、霞林街道的 24个村

居，境内干流长度 23.5 公里，流域面积 105 平方公
里。作为木兰溪精华地段流经区域，城厢区也是

“木兰溪十里风光带”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该区
充分利用“一溪两岸”空间，结合当地历史人文特
色，深化风光带、产业带、城市带等相融合、相衔接，
打造标志性的节点，实现点上出彩、沿线美丽、全域
景观化。

走进位于华亭镇园头村的利农农业技术（莆田）
有限公司蔬菜基地，大棚内辣椒、茄子、上海青、快
白、黑叶白、木耳菜等蔬菜令人目不暇接。基地经理
杨春飞介绍，得益于木兰溪滋养，基地蔬菜长势良
好，如今以“利农”为品牌的蔬果为全省的“菜篮子”
工程提供保障，部分蔬果还销往华东、华南、港澳地
区及海外市场。当地农户也受益，基地提供了数十
个就业岗位，每年也可为村民增加租金收入近百万
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因地制宜发展休闲生态游和特色农业，华亭镇
五云村成为乡村振兴的“明星村”。五云村曾是省定
贫困村，全村流转4.06多公顷土地，建成“四季蜜”特
晚熟龙眼基地，增强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列入莆
田市第三批“幸福家园”试点村后，该村建成官帽山
休闲公园，设置休闲活动区、儿童娱乐区、体育健身
区等，乡村破茧化蝶，生态、社会、经济与文化有机融
合，村民们享受到绿色福利，五云村被评为省级三星
级旅游村。

立足乡村特色，该区引导集中连片种植作物，让
“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打造生态园区。
在华亭镇长岭村，“水稻种植基地—现代农业特色田
园综合体”项目，推动“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做实农
村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坚
实基础，实现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滨 海

发展民俗文化体验区

城厢区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完整的传统传
承，东海镇元宵圈灯民俗、灵川镇东汾五帝庙端午化
船习俗等闻名遐迩。

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引入客流量。灵川镇、东
海镇立足沿海自然资源，发展滨海产业，依托下尾村
和东海村“花蛤之乡”品牌，投资 2000多万元开发高
科技花蛤育苗基地，逐步形成海鲜吃、购一条街。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该区花蛤苗种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 35%以上，为持续做大做强花蛤产业，培
育壮大海洋经济，该区牵线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产
学研合作。目前，蛤老大（福建）食品有限公司与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双方进
行扇贝、牡蛎和蛤仔加工下脚料高值化利用的开发；
与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发
特色花蛤即食产品、蛤肉风味罐头系列产品，优化工
艺技术，建立相关的标准和规范。

前不久，城厢区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到灵川
镇开展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专项视察，委员们为积
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着力
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农业产
业高质高效发展。

壮大“特、优”产业。今年该区有5个行政村获市
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示范村，24个农产品获得无
公害农产品认定，8个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加快产业发展步伐，对接跟进项目落地。”城厢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肖建耀表示，该区积极推进1个国
家级农业产业强镇、1个市级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建
设，打造一批具有城厢特色的乡村振兴样板，让乡村
面貌更加亮丽，民生福祉更加丰厚，农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提升。眼下，该区着手建设数字生态农
业产业园，发展“乡村+旅游”“智慧+旅游”等新业态，
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来源：湄洲日报）

制胜前提——权威的研究团队
作为福建省内实力强大、专业培训背景雄

厚的企事业单位面试考试培训机构，培训成果
备受广大考生欢迎。

制胜基础——精准的分析预测能力
我们以讲义、口授及视频展示等形式，不同

程度地模拟真实场景，为学员高效备考、博取高
分奠定坚实的培训保障。

制胜秘笈—— 系统的规律分析教材
我们师资团队联合福建本土资深专家，编

制发布的考试辅导讲义、集训通（专）用卷、八
闽考试通、面试金手册等内部资料，深谙考试
脉络，能让学员在短期内迅速掌握面试考试关
键，提高备考技能。

制胜关键——雄厚的自主研发实力

独创交互式教学模式，尤其在面试教学领
域实现重大突破，通过颠覆式反模板训练，注重
考生答题实用技巧的提升，着力提升考生文字
综合分析能力，确保绝大多数学员取得高分。
第一时间掌握并更新面试视频资源，首创点评
式、参与式教学模式，让学员身临其境实战操
练。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确保学员复习备考更
具方向性。

报名时间：即日起报名，培训时间5天
培训地点：福州市软件园F区7号楼13层

福州市东大路人才大厦8层
联系电话：0591-87668582 87668579

18950242455（微信同号）
联系人：林老师、刘老师

面试考试培训突击班课程体系

环东圳水库建生态休闲区环东圳水库建生态休闲区

常太镇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常太镇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