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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乡 沃 野 织 锦 绣
——福鼎市政协凝智聚力助推乡村振兴纪实

蔡雪玲 甘欲杰

一幢幢农舍错落有致，一条条水泥路
纵横交错，一座座温室大棚排列有序，田间
油菜花迎春绽放，文化礼堂里响起移风易
俗说唱快板，福鼎乡村到处是春暖花开的
美丽景象。

一幅幅美景，一张张笑脸，都在诉说着
同一个主题：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部署。福鼎市整合挂村领导、驻
村干部和农村技术力量，成立乡村振兴计划
工作组，重点以建设现代特色农业为龙头，以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打造乡村安
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福鼎市政协围绕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汇聚
智慧力量，助推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

2017年，福鼎市政协连续接到多个乡镇
村民委员会和施工企业来信来访，集中反映
相关乡镇（街道）、所在村在2015年-2016年
期间建设的自然村公路，这些项目虽已列入
省级道路建设补助项目库内，因乡镇（街
道）、所在村和村民群众对省交通厅从 2015
年起新出台的自然村村道建设验收新标
准：路面（宽 4.5 米、厚 18 厘米）、水泥浇筑
边沟、安保护栏等政策存在理解不全面，仍
以为还是按原标准路面（宽 3.5 米、厚 18
厘米）简易边沟，未要求设置安保护栏，致
使建设项目未能在新规出台之前通过验收，
省级补助资金无法拨付到位，造成工程款拖
欠问题，施工企业频频反映，导致镇、村之
间，村民与施工企业之间合同经济纠纷日益
加深，产生不安定隐患。

事关民生、社会稳定。为切实帮助所在
乡镇、村解决这一实际困难问题，福鼎市交
通局与省交通部门对接，要求对“库内”村道
安装安保设施后，可作为特殊问题实施验
收，并拨付公路建设补助经费。在获取相关
信息之后，福鼎市政协主席李绍美带队组织

委员到各村走访了解情况，通过深入调研，
仔细梳理情况，形成《关于妥善解决部分通
村公路建设问题安保设施建设经费建议
案》，提出“根据宁德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
测中心检测报告的要求，目前，36 条农村公
路已完成路肩、边沟、错车道等整改项目，同
时还需增设波形护栏、标志牌、轮廓标等安
保设施。要完成这项任务，按7个乡镇36条
路 初 步 设 计 预 算 的 安 保 设 施 总 投 资 约
788.55 万元，经市交通局牵头再组织设计、
造价审核单位进行优化、复核，预计可下降
部分费用，但所需资金无着落，涉及乡镇（街
道）无力承担，村委会更是无法筹集。”建议
福鼎市委、市政府作为特殊问题，予以帮助
支持解决。福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拨
付630万元专项资金，及时解决了安保设施
建设不到位而影响验收的问题，赢得群众赞
誉。

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根植人民群
众，只有服务人民群众，才会有生命力。福
鼎市政协着力关注民生，深接地气，积极向
上级政协、市委市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反

映社情民意解民忧。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意见》，召开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提高委员对社情民意
重要性的了解与认知。发动乡镇（街道、龙
安）联络组和委员撰写社情民意，引导委员
每年至少撰写一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聘请
20位委员作为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畅通社
情民意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将触
角向一线延伸、向群众延伸，为党委、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舆情信息。

2017年至今，福鼎市政协委员通过社情
民意信息“直通车”，关注民情、传递民生，积
极反映医疗救助、精准扶贫、产业发展等方
面信息 77 篇，让一些焦点、难点、热点民生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中，《建议持续规范
整顿P2P网贷平台防范风险》被全国政协主
要综合采用；《简化基层群众小规模农业产
业行政审批的建议》《建议将紫菜产业作为
沿海渔民脱贫增收、农业转型升级的主导特
色产业》《大力推广深远海养殖助推我省现
代渔业的建设》等21篇社情民意被省、市政
协采用；《关于改善百胜片区交通安全条件
的再建议》等得到福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和相关领导的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积极办
理，促进有关问题解决。

福鼎书画家在活动现场展示作品。

春色惹人醉，茶香待客来。阡陌交通，一
条条水泥小道连接着一座座茶山，福鼎点头
镇大坪村青山绿水、云雾缭绕，与青墙黛瓦的
茶庄相映生辉。层层叠叠的茶田间，茶农们
正忙着采春茶。沿途，汉坪线景观道、六妙白
茶庄园、“中国白茶谷”主题广场公园，成了游
客踏青采茶体验游的青睐之地。

大坪村是福鼎市政协办公室挂钩帮扶贫
困村，该村地处白茶核心产区，属革命老区
村，距集镇 4 公里，交通便利，下辖 10 个自然
村，532 户 2030 人。全村茶园种植面积 3313
亩，村民主要经济收入，依靠种植茶叶及扦插
国优茶树繁育苗木为主。

2014 年-2016 年，大坪村被列为福鼎市
扶贫开发村；2017 年-2019 年，被列为福鼎
市扶贫典型培育村；2018 年，被列为省旅游
扶贫重点村。大坪村支部书记翁劲竹说：

“2014年开始，福鼎市政协挂钩帮扶，五年倾
力推进茶村发展，村容村貌从原来的脏、乱、
差、臭变化成现在的硬化、净化、绿化、亮化、
美化五同步，村财从原来的 2 万元增加到 10
万元。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异地搬迁，
去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 17500 多元，村民致
富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思源亭、停车场、农民休闲广场、居家幸
福院、村历史文化展示馆、六妙白茶庄园，一
步一景。村道洁净、树绿花香，两旁的徽式民

居依山而建。如今，大坪村经扶贫开发的一
番“梳洗”，已出落得“亭亭玉立”。

走进大坪村六妙白茶庄园茶叶挑拣车
间，只见茶叶半成品通过自动传送流水线自
动传输，统一着装的工人们细致地挑拣茶
叶。大坪村村民在六妙就业最多时达 200
多人，董选创就是其中的一个。董选创一
家是大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以 2
亩多茶园为主要收入。2017 年，借助造福
工程，福鼎市政协帮助筹集建房资金统一
建房，帮助其盖起新房，将一楼店面出租给当
地茶企，再加上采茶和务工收入，走上了脱贫
致富之路。

福鼎市政协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围绕贫困村、贫困户
如何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这一核心问题，深入
调研、广泛协商，倾情扶持，助推发展。对挂
钩联系的点头、磻溪等 9 个乡镇（街道）22 个
村（社区）以及3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村入
户现场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大力助推赤溪
村建设，助力打造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区。充分发挥委员界别优势，通过捐资
助学、扶持生产等多种形式，开展帮扶活动。
其中，有氟密、盈浩等多家委员企业在帮助贫
困学生就学、贫困家庭脱贫、百企帮百村、“明
厨亮灶”等公益事业中注入力量，累计捐赠达
100多万元。

拟定福鼎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栀子产业
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福鼎市栀子产业发
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对接《中国药典》（2020 版）栀子入典描
述修编工作。

福鼎市委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重点要制
定栀子产业发展规划，在贯岭规划建设栀子
加工园区……

新年伊始，福鼎市在栀子产业发展方面
动作多多。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推进，凝结着
福鼎市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和汗水，也是福
鼎市政协力促提案成果转化的履职亮点。

福鼎市是全国栀子种植面积和鲜果产
量最大的基地，产量占国内药用栀子市场份
额的 60%。全市栀子种植面积近 10 万亩，
鲜果产量6万多吨，折合干果2万多吨，产值

1.8亿元，全市17个乡镇196个村3万多户农
民种植栀子。

福鼎市政协及政协委员高度关注和关
心栀子产业发展，连续五年提出栀子产业相
关提案。2018 年，福鼎市政协将《关于加大
黄栀子产业扶持力度的建议》作为重点提案
暨协商议题。多次组织委员到全国及本地
栀子主产区开展调研，认真总结经验，深刻
剖析原因，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确保办理成效，得到福鼎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随后，福鼎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
组长、市长为第一副组长、政协主席为常务
副组长，各有关部门、乡镇负责人为成员的
福鼎市栀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
市栀子产业发展。产业扶持政策也同步跟
进，2018 年，福鼎市财政专门安排栀子发展

资金 150 万元，重点用于公共品牌创建、企
业品牌创建奖励、宣传推介、参展研发等。
福鼎市发改、农业、林业、科技等相关部门也
积极争取扶持倾斜政策，促进栀子在科研创
新、综合开发、技术推广、项目扶贫等方面落
地生根。

栀子飘香，商贾云集。福鼎举办的2018
年中国（福鼎）栀子健康产业发展大会，邀请
了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吸引了全国业内专
家学者、药企、经销商等代表 300 多人来参
加，进一步扩大福鼎栀子的品牌宣传和推
广。开幕式上，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福鼎市

“中国栀子名市”，中国经济林协会、中国药
文化研究会共同授予福鼎市“中国栀子健康
产业发展大会福鼎永久会址”，中国药文化
研究会授予福鼎市“中国药文化研究会福鼎
栀子文化研究中心”等荣誉称号。

为推进公共品牌创建，福鼎市政协及相
关部门积极对接上级林业部门，争取将栀子
列入木本油料名录，认真对接《中国药典》
（2020版）栀子入典描述修编工作，积极开展
栀子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引导企业开展驰
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的创建工作。
致力打造贯岭栀子特色小镇，整合各方面力
量参与栀子产业的综合开发，促进精深加
工，结合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推动栀子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福鼎全市高标准种植千亩以上栀
子示范基地5家，百亩以上20家，初加工企业
140家。引进恒康生态农业、大医臻品、普民
生物等4家精深加工企业，弥补了省内栀子
产业精深加工方面的空白。邀请全国各地十
多位知名栀子领域专家来福鼎开展栀子综合
利用方面的研究和指导，主动对接科研院校、
团队，研发开发系列产品。其中栀子油已通
过SC认证，栀子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及精深加
工企业的发展，进一步缓解栀子药用市场供
需矛盾，对提升福鼎栀子产品价格，掌握更高
的市场话语权、定价权起到积极作用。

栀子晾晒。 刘超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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