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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河流划出九曲十八弯的弧线，
在绿水青山间潺潺流淌……行走在寿宁
县凤阳镇河畔溪边，所到之处皆是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宛如写意的泼墨山水
画。据了解，今年以来，凤阳镇将环境综
合整治、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河库绿化、美
丽乡村建设、污水处理等进行有机结合，
对辖区内河道展开全面整治，使全镇水生
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对于凤阳的干部群众来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
凤阳镇按照河长制、湖长制总体目标，持
续深化和推进河长制、湖长制，以点带面

全力营造绿水青山。今年已累计投入
1000多万元用于改善凤阳镇水生态环境，
从而有效提高了土壤持水性和肥力，大大
增强了河道抗侵蚀和抗冲刷能力。

留住清清河流，留住美丽乡愁。为了
进一步做好“水”文章，该镇还按照“一河
一策”标准和模式，投资 500 万元对 5 条穿
村过镇主要河道进行治理。官田溪清淤
建坝工程，基德溪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凤
阳溪护岸修复……这些项目的实施，进一
步提高了抗洪蓄水能力，筑牢了发展高效
农业基础，使河道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得以充分发挥。

据统计，经过一年多的生态修复，该镇
共减少水土流失面积 240.53 公顷，新建及

修复生态护岸 2493 米，生态清淤 1440 米，
使流域内河道河段坍塌、淤积缩窄现象得到

有效缓解，防洪减灾能力得到加强，农业生
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 张建杰文/图

水秀山青景宜人

寿宁凤阳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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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柑橘等农作物的丰收旺季，
在福安市甘棠镇吴洋村闽吴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扶贫示范点的基地里，工人们正
忙着采摘柑橘新品种红美人。这些红美人
不仅红嫩香甜，身份还不一般，它们是甘棠
镇8个村12户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果”。

近年来，甘棠镇按照中央、省、市精准
扶贫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截至目前全镇已累计实现 211 户 785 人脱
贫、4个贫困村摘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达10003.27元。

扶贫攻坚越往纵深推进，“硬骨头”越
难啃。“一些贫困户家中基本上没有劳动
力，失去了“造血”功能，这种情况要脱贫
非常困难，即使有补助也无法解决根本问
题，只能通过政府兜底来实现脱贫，但是
兜底也不能一包了之。”甘棠镇分管扶贫
工作副镇长何良说。

靠山吃山，农业成为助力贫困户脱贫
的破题关键。记者了解到，福安甘棠是农

业大镇，该镇拥有茶园 1.5 万亩，其中无公
害茶园 1 万亩，培育了茶叶企业 72 家，年
产值3亿多元，享有“全国民间繁育茶树苗
基地”称号。同时，夏橙、红心火龙果、樱
桃、铁皮石斛等特色农业加快发展，涌现
出闽吴生态现代农业观光休闲园、牛柏洋
火龙果基地、可洋樱桃基地、良种蜜蜂繁
育基地等一批示范作用大、辐射能力强的
农业基地。

为了将这些独特的农业优势资源转
化成为扶贫资源，甘棠镇立足实际，对有
带动意愿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能人
大户，就社会诚信度、经营效益、借贷情
况、致富带动能力等方面进行详细摸底，
并采取量化评价的方式综合筛选确定有
实力、有能力、经营效益良好、群众信得过
的市场经济主体，作为牵头合作组织。

通过多方考察，甘棠镇选定福安市闽
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精准扶贫
示范点”，由公司提供三年的果苗，以“公

司+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持方式,
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投资项目找好了，还需要做好“贫困
户”思想工作，给出保障举措。“贫困户劳
动力欠缺，且在市场经济中多数还处于弱
者，因此给他们发展资金，怎么用，用在哪
里，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头绪。政府部门
不是经营主体，做不好企业所做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做‘媒人’。通过牵线搭桥，让
贫困户和市场经营主体发生关系，借力脱
贫致富。”何良说。

可洋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锋清就是
一例。一直以来，他生怕申请发展资金投
资项目后，因为没经验没技术，不仅致不
了富，反倒亏钱。对此，经过甘棠镇驻村
帮扶队的多次入户宣传，张锋清将申请的
7000元扶贫项目发展资金，投入闽吴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股份入股，由该公
司提供 35 株红美人柑橘，按年分红，并保
证分红不低于本金的 15%。就这样，张锋

清和其他8个村的十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起了闽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
东，入股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给贫困
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签订合同后，张锋清常常上山看自己
的柑橘树，看着喜人的长势，张锋清心里
乐开了花。“考虑到入股时间较迟，我们还
特意挑选了 3 年树龄的柑橘树，确保贫困
户在春节前就能领到首笔分红，有钱过个
吉祥年。”何良说。

记者了解到，红美人虽然外表与传统
柑橘相似，但肉质细腻、香味独特、皮薄易
剥、糖度高口感好，售价是普通柑橘的好
几倍，所以经济效益高，预计今年每户入
股贫困户的分红将不少于 1050 元。“待闽
吴公司‘精准扶贫示范点’取得成效后，我
们还将在镇里其他农业基地继续推广这
一做法，以帮助更多的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甘棠镇党委书记朱文辉说。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政府为媒 贫困户入股

福安甘棠：创新机制引活水 借力发展助脱贫

12 月 6 日下午 1 时 10 分左右，记者
在市区汽车北站看到，几个中年男子在
站前揽客，口中高声叫嚷“福安、福安
……”但凡有人经过该路段便立即迎上
前去，询问是否有乘车需求。这群揽客
人员穿梭于环城路右拐进入蕉城北路的
车流之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北站黑车、的士揽客现场由来已久，
“顽疾”难治。创城以来，交通综合执法
以及运管部门虽加强了整治力度，但依
然治标不治本，一些黑车司机躲开了执
法人员上班时间，在中午及夜间等下班
空档时间照旧进行揽客。

市民左女士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
间白天还好，傍晚之后揽客的司机马上
多了起来，晚上更多。‘福安’、‘霞浦’、

‘福州’、‘就差一个就差一个’、‘马上就
走’各种叫嚷声混杂，热闹的就像个菜
市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仅黑车司机，还
有许多的士、摩的停在北站门前公交车
站后的人行道上，加上占道经营的小摊
贩，虽不是乘车高峰期，但道路依然很混
乱，给过往行人通行带来不便。停在人
行道上的的士，基本上不愿意搭载市区
的乘客，而是在等前往福安、霞浦等跨城
际的乘客，长时间的占道停车，令基础设
施本来就落后的北站显得更加拥堵混
乱，严重影响城市形象。

黑车揽客现象不仅存在于汽车北站
门口，在街道对面的新佳坡步行街也同
样存在。车辆随意停放在路边，乘客上
下车搬运行李，严重影响过往车辆正常
通行。而采访中，记者发现交通综合执
法车就停在不远处，黑车司机们正是钻
了执法人员中午下班的时间段空子，肆
意揽客。

“新佳坡步行街停靠的黑车基本上

都是载客去福安、霞浦的，需要在不远处
的红绿灯处掉头，所以他们常常强行穿
插在车流中间横穿过三个车道，不仅造
成拥堵，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市民吴
先生说。

黑车、的士在车站周边揽客需要一
定的经营空间，停车候客是必备条件。
采访中许多市民均表示，希望交通运管
部门能和交警部门联合执法，从要素上
打击黑车运营，同时联系的士运营企业，
加强对长时间在汽车北站周边违章停车
揽客的士车辆的管理，进而维护正常的
交通秩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文/图

汽车北站——

黑车、的士揽客乱象
拉低城市“颜值”▲▲揽到客人的黑车揽到客人的黑车

司机正在路边搬行李司机正在路边搬行李

停在人行道上揽客的的士和黑车停在人行道上揽客的的士和黑车

本报讯（林颖 吴心
璐）“以前到银行是存
钱，现在到‘银行’是存
爱心，这种方式很新颖，
不仅调动了大家参与服
务的积极性，更为我们
党员帮扶困难群众提供
了新的途径。”日前，柘
荣县委组织部党员陈小
莉到双城镇溪坪社区开
展党群共建活动后，来
到该社区所在的“爱心
银行”，领取了自己的爱
心存折，成为了该银行
新一批的“储户”。

为激发党员服务积
极性，拉近干群距离，今
年 11 月中旬，柘荣县双
城镇创新党员服务模
式，在各社区、村成立了

“爱心银行”。所有与该
镇开展共建的机关事业
单位党员，只要主动到
该社区、村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认领“微心愿”
和服务岗位、向爱心超
市捐赠物品、主动服务
群众为群众解决困难、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等服务活动，便可到“爱心银行”申领
爱心存折。根据服务内容的不同，每
次参与服务，党员们的爱心存折中都
将被存入 1 至 30 分不等的爱心积分，
待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额，便可用于兑
换“爱心超市”中诸如洗洁精、大米、油
等日常用品。“我们入党初心便是为群
众服务，有了‘爱心银行’，我们能在服
务群众的同时，用服务所得换取赠与
贫困群众的生活物资，进一步帮助困
难群众，真的很好。而且爱心积分是
服务群众所得，看着积分越来越多，心
里也很满足。”陈小莉说。

“爱心积分除了可以兑换实物
外，我们每月还将根据积分榜评选出

‘爱心团队’和‘爱心之星’，届时将作
为年底党员评优评先的依据。”双城
镇组织委员姚立宇介绍说，每一季
度，党员和共建单位还将以入户走
访的形式收集群众的意见、需求，形
成志愿服务清单，供党员参考，以确
保志愿服务更有针对性，更加精准
化，不重复，有成效。据悉，截至目
前，双城镇“爱心银行”已有爱心储户
60 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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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雨桐 通讯员 林晓兰）12 月 4
日，在蕉城区漳湾镇雷东村，一处新打的出水井旁，
聚集着焦急等待的村民。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一阵

“哗啦啦”的喷水声，在场的村民高兴得鼓掌欢呼：
“出水了，出水了，再也不会‘喝水难’了。”

雷东村地处漳湾镇东北部，是一座有着 300 多
年历史的畲族村，居住着 350 户 1500 多名畲族村
民。聊到困扰雷东村多年的“喝水难”问题，村民钟
大爷有着说不完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在用山泉水、
地表水，水量很不稳定，水质还要看天气情况。村里
也试着打过井，但都是枯井。”

雷东村村民的“喝水难”问题，引起了福建省第
四地质大队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
调查中心的重视。这 2 家单位联合开展省部合作，
依托“宁德海岸带陆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开展
雷东村扶贫找水工程，经过前期地表调查和物探摸
底，而后开展岩芯取样、地球物理勘探等一系列办
法，全面调查了雷东村的水文地质条件后，确定了雷
东半岛水文钻孔的位置。

“雷东村地处半岛地貌单元，汇水面积小，地表
水易流失，覆盖层薄，下部基岩为花岗岩，岩石完整，
赋水性差，全村一半以上人口存在饮水严重困难问
题。”福建省第四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林元文说，“这
一钻孔施工 130米，发现有三层含水层，地下水主要
是花岗岩基岩裂隙水，日出水量达 102吨，可以基本
解决雷东村居民日常用水需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为贫困地区饮水安全
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文地质支撑，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
心项目负责人于俊杰表示。

一井“活水”，滋润了一方民心。近年来，第四地
质大队先后在寿宁、蕉城、霞浦等县（市、区）实施贫
困地区地下水勘查与扶贫找水工程，致力解决群众
饮水难问题。截至目前，第四地质大队在我市共完
成8个贫困地区地下水勘查与扶贫找水工程。

井水甘甜“润”雷东

本报讯（缪星 徐晓临）昨日，记者从市食药监
局获悉，日前我市 28家化妆品经营单位被市食药监
局授予“2018 年度化妆品经营企业诚信示范单位”
称号。截至目前，我市化妆品经营企业诚信示范单
位已达到55家。

据了解，为推进化妆品经营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营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市食药监局自 2017 年
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4年的“化妆品经营百家
诚信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创建活动依据现行的化
妆品法律法规制度，由自愿参与示范创建的化妆品
经营企业提出申请，经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审查验
收，市食药监局审查复核公示之后，授予“宁德市化
妆品经营企业诚信示范单位”称号。

同时，该局还将对已取得化妆品经营示范单位
称号的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对于有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的企业将取消示范资格，保证示范典型的先进性，
推动示范创建工作健康良性发展。

我市28家化妆品经营企业获得
2018 年度诚信示范单位称号

本报讯（周茂金）日前，寿宁县举行 2018 年“希
望工程——阳光助学行动”高一新生助学金发放仪
式，现场为 39 名新生发放助学金。今年，该县阳光
助学行动共计为 98 名大一、高一贫困新生争取到
省、市、县助学金19万元。

寿宁县“希望工程——阳光助学行动”是由寿宁
团县委牵头开展的一项民生工程，目前已连续开展
16 年，每年都为贫困大、中、小学新生提供多种形式
的帮扶助学，成为广大寒门学子实现“上学梦”、热心
人士回报社会的公益平台。

为推动寿宁县公益事业更好地发展，寿宁团县
委还牵头成立了“寿宁县青年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进一步规范公益资金的专项管理和使用，建立健全
资助体系，推进希望工程工作的专业化和品牌的市
场化，扩大希望工程——阳光助学行动的社会覆盖
面，确保助学金精准发放、使用，努力实现不让一名
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目标。

寿 宁

98名贫困新生获“阳光助学”

12月4日，放学时间一到，不少学生就直奔周宁
县城西社区二楼书屋。书屋里早已聚集了许多老人
在下棋、看书。

据了解，城西社区书屋面积达130多平方米，共
藏书 3000 余册，设置有早教区、科普区、阅读区、电
子阅览区、老人休闲区五个区域，每天全天候对外免
费开放，真正成为了群众“充电”的好地方。今年年
初该书屋还被评为“农家书屋全国示范点”。

本报记者 徐烽 通讯员 黄起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