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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片区北港村村民林香钦
最近总是面带笑容。原来，她有了
一份新工作，不仅工作时间灵活方
便接送孩子，每月还有固定收入。

今年5月，北港村来了一家企
业，承租了 10幢民房并改造成民
宿，林香钦应聘成为保洁员。“在
村子里能有份工作很开心，欢迎
大家来我们北港玩。”她说。

这家企业便是实验区众行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华杰
曾是名外科医生，怀着对家乡文
旅产业发展的信心，他在北港投
资民宿项目，并在改造中增加了
许多平潭元素。比如，“小隐书
屋”专门摆放与平潭相关的书籍，
传播平潭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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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要积极
践行‘万企兴万村’行动，为乡村
振兴注入活力，让北港再焕光
彩。”在曾华杰眼中，企业家们有
经验，乡村有资源，二者结合后，
可以开拓新市场。

“北港的定位是文创村，文化
元素可以再多点。所以在我的规
划中，平潭的非遗、海洋等相关文
化，都可以与旅游市场相结合。”曾
华杰告诉记者，在后期的推广中，
他将把更多文化瑰宝呈现给大众。

如何助力北港旅游发展，曾华
杰还有很多好点子。“平潭山好水
好，像开发旅拍或团建产品，都是让
平潭旅游淡季不淡的方法。”曾华杰
表示，接下来计划再承租 10幢民

房，打造欣赏海岛风光的住宿同时，
发展年轻群体喜欢的剧本杀、棋牌
室领域，让北港有更多新玩法。

像曾华杰这样的年轻企业家
回乡创业，是践行“万企兴万村”
行动的一个生动缩影。据悉，“万
企兴万村”行动是党中央立足我
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着眼民营
企业特色优势作出的重要决策，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验区自去年下半年实施

“万企兴万村”行动以来，就有一
大批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以实际
行动助力实验区乡村振兴。

□融媒体记者 何燕/文 林君斌/摄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丁云）上
周，平潭天气还宛若初夏，本周，降
温降雨都来了，终于有了“入冬”的
感觉。据平潭气象台预报，在弱冷
空气的影响下，21日开始，平潭迎
来了降雨和降温，此次降雨将持续
到 25日。“值得注意的是，24日夜
间到 25日将出现中雨。”平潭气象

台预报员翁祖源说。
据了解，26日开始，平潭的含

“阳”量将开始不断增加，26日为
阴天，27 日阴转多云，28 日多云
转阴，29 日晴转多云，天气将逐
步变晴。“26日到 29日，天气相对
较好，但不排除会有一些小雨。
30日，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

抵达，这股强冷空气会让平潭出
现比较明显的降温和大风。”翁祖
源说。

气温方面，24日至 25日，平潭
气温 18～21℃，26日至 27日气温
19～22℃，28日气温 20～24℃，29
日气温 18～26℃；在风力方面，23
日和 24日出现阵风 7～8级，25日

风力 5～6级，26日和 27日将出现
阵风 7级，28日开始风力将有所下
降。

平潭气象台也提醒市民，近几
日阴雨绵绵，加上阵风，体感会有
点凉，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降雨后，道路湿滑，驾车出行的市
民们要注意车辆防滑。

降温降雨来了

同心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民企
进村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小
玉 江信恒）21日上午，实验区医
院举行第二批专家工作室、健康
体检中心、康复医学中心揭牌仪
式。今后在平潭预约专家更加
方便，老城区群众可以就近体检
了，康复治疗也更系统了。

王德生是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
士，也是第二批专家工作室的主
要带头人。据他介绍，此次新开
设的专家工作室由耳鼻咽喉科、
泌尿外科、介入科、妇产科等科
室参与，届时将有四五个主任医
师定期来岚坐诊。

此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血管介入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吴正忠就经常支援平

潭。2019 年至今，陆续为近 200
名患者实施介入手术。“介入科
主要从事包括肿瘤介入，胃道血
管介入和神经介入等在内的微
创治疗，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
此前是平潭患者有需要，自己就
下来，今后可以定期坐诊，实现
上午门诊，下午手术的诊疗模
式。”吴正忠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妇产科医师、医学博士冯秀山
此前也在平潭支援了一年。他
告诉记者，此次来岚就是希望平
潭患者在当地就能享受到高水
平的医疗服务，包括妇科的肿瘤
疾病，整个孕期的产检，高危孕
妇照护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
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
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今年以来，实验区医院从市
民疾病种类与就医需求出发，提
出系列便民举措。此次在原有
的专家工作室基础上，与协和医
院本部联动，引进第二批专家医
师支援平潭。同时，通过整合原
有康复科医学资源，升级成立康
复医学中心，进一步优化市民的
就医环境，提升医疗服务内涵。
老院区健康体检中心的设立，实
现一院两区两中心的发展目标，
市民不仅能享受全方位的健康
体检服务，还有协和本部专家进
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健康管理，实

现防病、检病、治病“一站式”服
务。

“我们特别重视老城区市民
的就医问题，决定在老院区现有
的医疗设备条件下，进行功能再
提升，开设了康复医学中心，周
末和夜间的门诊同时开放，从原
来传统的康复扩充到‘传统+现
代’康复，以及一些机器人设备
的康复，高压氧舱也马上进入到
我们康复医学中心。”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主任医师、实
验区医院院长陈春美介绍，第二
批专家工作室同时开放，每周定
期来平潭坐诊，手术以及教学指
导，他们将提前一周在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门诊信息，市民可在线
上预约。

记者手记

专家来岚坐诊、市民就近体检、康复治疗更加系统……

岚岛市民将享“一站式”健康服务

给“归雁”一个“暖巢”

北港文创村是平潭旅游景

点的代表，深受游客喜爱。为乡

村注入多元的文化符号，能够进

一步助推乡村振兴工作。记者

在一线蹲点采访中发现，民营企

业家回乡创业，除了运用资本做

好项目落地，还需要实验区相关

部门的支持。

发挥“归雁效应”，发展“归

雁经济”，给“归雁”一个“暖巢”，

有利于解决农村发展不足、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劳动力流失等突

出问题。针对民营企业参与乡

村振兴，相关部门更要靠前指

导，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共

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

收入渠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

曾华杰（左）给记者讲解民宿的规划。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伊
铭）21日，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开展
2021年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财政补
助项目验收工作，对金井片区龙
海村一家企业建设的设施农业温
室大棚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工作
由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作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全程
督导。

在圆梦村（平潭）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验收工作组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随机抽取部
分温室大棚，实地测量大棚面积，
检查大棚的钢管材质等规格是否
符合建设质量要求，并对大棚配
套调温系统、自动水肥一体化设

施的运行进行检验。“项目共建有
23 个农业温室大棚，总面积 50
亩，接下来准备在大棚里种植小
西红柿，发展休闲观光采摘。”龙
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
建华说。

经过现场查验和内业资料审
查，圆梦村（平潭）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承建的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财
政补助项目通过验收。据了解，
实验区 2021 年设施农业温室大
棚财政补助项目分别由圆梦村
（平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潭
金井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建设，总面积 125亩，拟申请补助
金额500万元。

开展温室大棚验收工作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林彤
欣）为加深广大青少年儿童对

“福”文化的理解，福建省美术馆、
福建省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与省
内各地市展开联动，共同策划主
办“福来福见”首届福建少儿美术
展出季项目。即日起至 12月 21
日，平潭站美术展将在实验区文
化馆持续展出。

据了解，此次展出季向全省
青少年儿童征集作品近 8000件，
共评选出 1700件作品，陆续在省
内各地市和省美术馆展出。平潭
站展览由实验区旅游文化服务中
心承办，展出平潭地区入选作品
100余件，涵盖儿童画、国画、书
法、剪纸、版画作品等不同门类。
孩子们用美术作品诠释心中的美

好生活，表达对“福”文化的不同
理解，展现了平潭青少年儿童对
党、对祖国的热爱和健康向上的
精神风貌。

城东小学四年级学生林辰涵
的绘画作品《团聚》获得了本次活
动的二等奖。“我主要画的是一家
人快快乐乐一起吃团圆饭，这就
是我对‘福’文化的理解，平安就
是福，团聚就是福。”

实验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群
艺科工作人员林凌志说：“本次展
览旨在宣传‘福’文化，弘扬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青少年
儿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接下
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青少年精神
文明建设，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活动。”

首届福建少儿美术展（平潭站）开展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何燕）
近日，实验区国资局召开清理拖
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账款和农
民工工资工作专题会议。

会议指出，清理拖欠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资
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区属国企要充分
认识清欠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责
任感，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
来抓。

会议要求，各区属国企针对
实验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工作领导小组摸排出
的项目清单，对标对表，举一反
三。根据清欠的轻重缓急来处
理，分类处置线索，应偿尽偿、
应清尽清。要注重加强与施工
单位、业主单位、财政部门的沟
通协调，与各部门密切协作配
合，同时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
项目顺利推进。

应偿尽偿 应清尽清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名峰）
22日，金井片区（管委会）爱心志
愿者驿站正式投入使用，将为广
大市民提供爱心早餐、爱心理发、
免费复印、应急充电、应急药品、
疾病救助等服务。

据悉，该驿站为实验区建
成投用的第三座爱心志愿者驿
站，位于顺意路北，其余两座分

别位于龙凤路以及西航路。“每
个驿站定期会举办一些公益活
动，比如为环卫工人送早餐、为
老人免费理发等，每个节日也会
准备慰问品发放给一些困难
户。”驿站负责人王强生表示，爱
心志愿者驿站的投用可以扩大
他们的服务范围，助力公益活动
的开展。

实验区第三座爱心志愿者驿站启用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丁云 通
讯员 黄曙杰）近日，实验区气象
局组织气象普法工作人员走进海
坛街道上楼村开展《福建省气象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宣讲活
动。

当天，工作人员向上楼村村
民分发《一图了解<福建省气象
条例>修订内容》宣传页，并围
绕此次修订内容，结合实际开展
普法宣讲，重点介绍了气象灾害
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雷电
灾害防御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

内容。
“来村居开展宣讲是为了进

一步加强气象法治体系建设，提
升村居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能
力，宣传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气
候资源，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平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验区气象局工作人员说。

据悉，《条例》自 1998年 10月
1日施行，2022年 5月 26日至 27
日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修
正案。

气象科普宣传进村居

共同扫共同扫““张贴码张贴码””助力精准防控助力精准防控

讲文明讲文明 树新风树新风

平潭时报社平潭时报社（（宣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