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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把脉 聚焦畲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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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蕉城
区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代表对于乡村
振兴的关注，不仅局限于专项调研，日常
工作中注重深入基层、倾听民声，将乡村
群众的期盼作为依法履职的方向。

随着蕉城北部经济圈的发展，特别
是霍童溪沿线乡镇旅游发展、衢宁铁路、
上汽集团等重点项目的相继落地，省道
303线三屿园区经霍童镇区段交通量大
幅增长，路段施工车辆多，也存在安全隐
患。九都镇代表团兰珠凑等人大代表经
过详细深入地走访调查，在蕉城区十七
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启动省
道303线三屿园区经衢宁铁路蕉城站至
霍童镇区段建设的建议》，建议引起大会
主席团的注意，当即将其列为年度重点
建议交政府办理。区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决定将该公路升级改造，并按照一级
公路30米宽、60公里/小时的标准建设,分
三期推进。第一期八都岙村至宁东高速
八都互通段全长8公里，已完成编制涉及
和施工图,5月 11日获省发改工可批复，
计划 2018年7月开工,2019年9月完工。

同样在蕉城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二

次会议上，林立志等人大代表连续就乡
村文化建设方面提出《关于配套传统村
落保护资金的建议》和《关于启动支提山
申报“双世遗”工作的建议》。区人大常
委会分别将这2份建议列为重点建议交
区政府办理。区政府将列入国家级传统
村落名录的 19个村庄一次性分别配套
30万元，用于编制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对支提山申报“双世遗”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中。

类似这些关切乡村振兴的建议并不
在少数，在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中，人大
代表们认真履职，结合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蕉城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现场把脉”
“组合出拳”“持续跟踪”等办法，聚合各
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助
力乡村振兴是本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
中之重。我们将继续通过开展满意度测
评、组织执法检查、开展调研视察等多种
方式，关注乡村发展，当好乡村振兴的

‘监督员’。”谈及乡村振兴工作，蕉城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邦恒如是说。

郑锦：

不畏浮云遮望眼“链式监督”助推乡村振兴
——蕉城区人大常委会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侧记

郑雨桐 吴贵玲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党的十九大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提出的总体要求。蕉城区人大
常委会早在2015年以来，着力农村、农民、农业发展抓监督，以区政府重点工作为切入口开展“链式监督”，持续关注扶贫攻坚、
美丽乡村、传统村落保护等，年年深入、次第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发展贫困村集体经济，首先要选
优配强带头人。”

“要因势利导，将扶贫与扶志、扶
智相结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优势产
业。”……

7月26日召开的蕉城区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委员们在
听取了区政府关于扶贫攻坚工作情况
汇报后，纷纷发表审议发言，并对产业
发展、挂钩帮扶、医疗保障等方面提出
了意见、建议。

近年来，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蕉
城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不仅是
扶贫攻坚工作，还在密切关注民族
村扶贫、美丽乡村建设、保护传统文
化等方面贡献了人大的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
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2015年1
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鼎市赤溪村
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批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村是
块“硬骨头”。蕉城区是少数民族聚居
地，现有的 38个民族行政村中，几乎都
是畲族。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许
多畲村受自然条件制约、交通不便捷、观
念滞后影响，发展不尽如人意。这一情
况，牵动了各界的心。2015年4月，蕉城
区委、区政府将全区37个少数民族行政
村均列为帮扶对象，为期5年，并配套了
一系列的帮扶措施。

可这些帮扶措施是否完善？是否符
合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是否真正执行
落实到位？政府能否如期“啃”下少数民
族这块“硬骨头”，牵挂着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们的心。

带着这些问题，2016年 2月 25日至
3月4日，蕉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
雄带队，民侨台委牵头，组织部分常委会
委员、市、区人大代表和工作顾问组成调
研组，对蕉城民族村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开展专题调研。

霍童、九都、八都……整整连续9天
的时间，调研组不辞辛苦，深入5个乡镇
10个民族村，详细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群
众生产生活与精准扶贫工作情况，并召
开有关部门、人大代表、村干和村民代表

的座谈会。
每一次观察，每一句寒暄，都直击少

数民族群众生活现状和内心呼声。“只有
真正走到群众的身边，真正听到群众的
声音，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和诉求。
这也是我们多次组织调研的目的。”蕉城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雄说，正是由
于深入的调研，他们才发现了“基础设施
落后，加重生产生活成本”“统计口径不
一，确认结果存在误差”“主观能动不足，
缺乏摆脱贫困意识”等问题。

2016年3月25日，在深入调研和详细
研究后，蕉城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
府所作的《关于我区民族村精准扶贫工作
情况的报告》，并对其进行审议，并提出了
许多有效可行的建议交给区政府办理，对
政府施策起到了重要的帮助。

在蕉城区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代
表的密切关注下，区政府采取政策叠加
的办法，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扶
持、政策保障、产业扶持、特色村寨建设
等措施，为民族村精准“滴灌”发展活
水。据了解，2016至2017年区本级每年
统筹 2000万元，2018至 2020年区本级
每年统筹 3000万元精准扶贫资金。从
2017年开始，对第五轮区级扶贫民族村
每年每村扶持资金10万元，重点用于发
展现代特色农业、交通、水利、造福工程、
民生事业、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

生态宜居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
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乡
村面貌的不断改善，群众对于乡村发展
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一民生所盼，自
然也引起了蕉城区人大常委会的重视。

2018年，当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大决策一出台，区人大常委会
立即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研究，并

将全区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一
个重要内容，列入年度监督计划。

2018年 4月，由区人大常委会环城
工委牵头，拉开了一次对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的深入调研——

4月 18日，调研组召开美丽乡村建
设情况座谈会，听取区住建局、财政局、
发改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规划分

对症开方 聚力生态宜居

次第推进 聚合代表力量

局、文体新局、旅游局对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情况的汇报。

4月18日、4月20日，调研组深入飞
鸾镇岚口村、向阳里村、石后乡小岭村、
洋中镇前路村、虎贝镇上堡村、中洋里
村、霍童镇桃花溪村、九都镇溪边村、七
都镇北山村、八都镇闽坑村开展实地调
研，详细了解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取得的
成效，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发现，许多村对打造美丽乡村
没有一个明确的个性定位。”调研中，代
表们直指当前美丽乡村规划千篇一律，
技术力量薄弱、设计经费短缺、乡村缺乏
个性等问题，对乡村建设中存在雷同套
图、批量生产等不负责行为言辞严厉，不
留余地。

“尽快出台乡村产业培育与发展专
项计划，制定相应的推进措施”“针对19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编制，要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在文化
挖掘，彰显村庄特色上下功夫”“保证美
丽乡村建设的刚性需求，为美丽乡村建
设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5月29日，
在蕉城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上，区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一条条具
体又可操作的建议，这背后包含的不仅
是深入的走访调研，更是人大常委会和
各级人大代表对乡村振兴的密切关注。

在蕉城区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代
表的共同助力下，如今，蕉城区乡村掠影
别样动人：石后乡小岭村“养三花，种三
桃，修三道，建三园一中心”，借力生态环
境打造农旅产业；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
立足畲族特色，打造3A级景区……不同
的乡村呈现出不同的动人色彩。今年还
将继续争创美丽乡村21个。

蕉城区人大常委会到九贝公路沿线乡镇调研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落实情况蕉城区人大常委会到九贝公路沿线乡镇调研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落实情况（（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崭新漂亮的砖瓦房，气势雄伟的文化广场，
宽敞平整的村道，整齐划一的路灯，生机盎然的
花坛茶树，新修建的孝德馆和慈善园，村里处处
洋溢着幸福与祥和……这就是坐落于柘荣县楮
坪乡的省慈善文化教育基地仙岭村。说起村庄
的变化，群众打心眼里感激县人大代表郑锦。

真情聚民心

记得第一次面对选民，郑锦就说这句话：大
家信任我选我当人大代表，我一定尽心尽力履行
好职责，以实际成效接受大家检验。这话说起来
简单，做起来却并非易事。上任伊始，郑锦便马
不停蹄地着手调研，筹备出台仙岭村发展规划。
可是，第一次组织群众代表开会，14名代表只来
了3个，其他人不是嫌耽误时间不参加，就是联系
不上。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暗暗下定决心，一
定要在自己的任期内，把散了的民心聚起来。

为了凝聚人心，每每茶余饭后，或是逢年过
节，郑锦总往群众家里“走亲”，与高龄老人促膝谈
心，与年轻小伙畅谈理想，自己掏腰包组织村民代
表外出考察学习，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在
村民的心里激起了共鸣。他又趁热打铁，主动与
市里下派干部对接，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建设资金
60多万元，给村民和党员们建起了议事厅、村民活
动室、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场所。几件实事办下
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信任和支持，仙岭村的窘困
局面有了改善，大伙开始主动要求坐到一条板凳
上商讨问题，还自发筹划成立了村级建设理事会，
失散的民心重新聚拢，久违的和谐笑声，荡漾在村
庄的上空，他暂时可以喘口气了。

实干得民心

仙岭村 104国道穿村而过，交通条件挺好。
然而，长期以来，村中脏乱差的环境“顽疾”，一
直是大伙的心头“病”，要求改变村庄环境的呼
声日益强烈。为此，他与宁德市下派驻点干部
自掏腰包聘请市设计院的专家，按照“保持原
貌，突出慈善，统一规划，建设新村”的原则规划
了慈善文化新村。说干就干，在乡政府和市下
派干部的共同帮助下，第一批 10万元先期建设
启动资金很快筹集到位，他又带头捐助了100多
万元着手实施新村建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多的建设，实
现了窳陋空间改造 41处，完成了徽派风格房屋
立面改造 60 户 9000 余平方米，铺设了排污管
400余米，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还先后被授予“宁德市慈善文化教育基地”

“福建省慈善文化教育基地”“宁德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慈善之乡”以及“宁德市慈善扶贫第
一村”等称号。村庄慈善文化主题公园、慈善文
化展示馆，“中华慈善文化园”已初具雏形，“文
旅兴村”迈出了坚实脚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深深触动了民心，他悬着的心终于可以
放下了。

发展赢民心

群众富不富，关键靠产业。经过反复思考，
郑锦决定借力精准扶贫，引导大伙发展优势产
业，实现“造血”重生。他利用长期从事生物医
药行业信息灵、资源多、人脉广的优势，与种植
户签订订单，解决群众发展后顾之忧。

为发展壮大产业，他按照“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流转山地60亩发展覆盆子中草药种
植项目，仅此一项全村人均增收 3000多元。在
成功发展种植覆盆子的基础上，他又出资供苗，
牵头成立合作社，支持鼓励群众种植优质水蜜
桃30亩，改造旧茶园100多亩，发展高山无公害
生态茶园 400亩。2017年，仙岭村人均务农收
入达到1.3万元。

如今的仙岭村人心齐、面貌新、产业兴，实
实在在的变化让郑锦赢得了群众一致支持。郑
锦说：“作为人大代表，肩负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只要群众信任我，村里需要我，我会一如既往履
行好代表职责。” □ 张坤铃 游晓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