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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6月6日，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在北京举行，在中国馆东侧展区
一层的福建馆内，一幅宽 1.93米、长 5.04米的大幅中国画

《大国智慧集体之美》引起参观者的注目，成为中国馆内绿
色生态主题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该幅油画的创作者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艺术委员
会副主席、福建省海峡生态书画院院长卢一心教授，其创作
灵感来自于福安赛岐象环葡萄园，画中的葡萄树背后讲述
了一段生动的扶贫故事。卢一心教授介绍，宁德把葡萄种
植作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几十年过去了，葡萄种植从
几百亩到如今的二十多万亩，成为产业扶贫的生动实践，阐
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巨峰葡萄作为福安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点到面、从劣到优、从普到特、从下到上、从一到多
发展历程。从 35年前赛岐象环村陈玉章等人种植 6亩开
始，到如今全市种植面积达7万多亩，葡萄产业在福安发展
实现了质的飞跃。”福安市赛岐镇党委书记蔡龙玉说。

卢一心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国带
回葡萄品种，从而打开丝绸之路一道亮丽风景。葡萄历史
久远，寓意深刻，假如把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棵千年葡萄树，
那么，56个民族就是 56串葡萄。民族团结起来，就可创造
出前所未有的集体之美。同样，假如把‘一带一路’也比喻
成一棵葡萄树，那么沿线各国就是其中一串葡萄，沉甸甸的
硕果就是大国智慧集体之美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美感和精神
象征。”

福安葡萄元素亮相
北京世园会中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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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全面实施““一二三一二三””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近日，笔者在三都澳海域看
到，海面干净了、航道通畅了、视
野开阔了，规划区内养殖的万亩
蓝色藻类养殖浮球随波跳动，彩
色的新型塑胶渔排连成片，水鸟
翱翔其间，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
画面。

据悉，自去年我市开展海上
养殖综合整治工作以来，蕉城区
通过规划先行，分步骤打好“全
面清、规范养、依规管”的“组合
拳”，力求走出一条科学用海、依
法用海、多方共赢的改革之路，
努力实现渔旅结合、海清水净的
海上田园风光的整治目标。

颜凑 郑维伟 摄

6 月 5 日，古田县芳海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的厂房内十分忙碌，只见一
朵朵新鲜银耳通过传送带依次浸泡、
清洗、沥干，随后放到热泵烘干设备
进行烘干。整个过程中，除了搬运银
耳、设定设备参数需要人工操作，其
余流程皆由机器完成。“新技术的应
用，让食用菌初加工省时省力又环
保。”该合作社负责人郑春海欣喜地
说。

烘干是最常见的食用菌初加工

方式，传统烘干设备以柴、煤、废
菌棒等为主要燃料，能耗高、效率
低、污染严重。用锅炉烘干银耳，
厂房内烟熏火燎、气味难闻不说，
对周边环境也造成影响。

就在去年，芳海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引进热泵烘干设备，全面淘汰老式
锅炉。起初，郑春海还担心“改电”
的成本过高，可运行一段时间后，效
益渐显让他笑逐颜开。

“我们前后购置了 14组热泵烘干

设备，占地只需 500多平方米，节省
了大量土地资源。通过测算，烘干 1
斤鲜菇消耗 2.2 度电，节省约 20%的
电力。由于设备可自动控制烘干时
长、温度，出炉的干品色泽均匀、朵
型好，品质进一步提升。”郑春海
说，“改电”后，烘干过程再也不用
担心超标排放的问题。

食用菌在烘干前要清洗干净，过
去多由人工完成，费时、费水、费力
不说，清洗效果也不太理想，这道工
序是否也有节能提效的潜力？郑春海
经一番考察后，引进一套不锈钢气泡
清洗机，一站式解决大部分问题。

“气泡清洗机替代了大量的人工
操作，现在只要 50 分钟，就能完成
鲜银耳传送、浸泡、冲洗、沥干的全
自动化操作过程，降低了 30%的人工
成本，节约了 40%的水量。”郑春海
说。

技改的投入不小，古田县政府为
了缓解食用菌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于去年 7月出台《古
田县促进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十五条
措施》。

对符合条件的配套离地前处理操
作生产线、自动气泡清洗和采用 304
不锈钢烘干箱体的烘干企业给予一次
性 50 万元奖励；对配备银耳热泵烘
干机 （全县前 500厢、装机功率大于
5匹/厢） 的给予 0.8万元/厢补贴；食
用菌烘干厂培育为规上企业后，次年
起根据营收情况给予相应奖励……一

条条切实可行、直击痛点的措施，帮
助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助推高效
环保生产。

通过推进技改，古田县食用菌产
业加工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条不断
延伸。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东侨经济
开发区的“十方田”体验馆，看到
冻干银耳羹、银耳馅饼、银耳面膜
等一系列以食用菌为原料的加工产
品。在琳琅满目的食用菌产品中，
一种以冻干技术生产的银耳羹产品
颇为畅销。

2016年，古田食用菌加工企业引
进 FD冷冻干燥设备，率先研发出冻
干银耳羹产品。消费者只需开水冲泡
一分钟，就能品尝到口感软糯、味道
香甜的银耳羹，十分契合上班族对快
捷营养食品的需求，市场反响良好。

古田县食用菌局局长余新敏表
示，当前古田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点是推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做
到优化一产、深化二产、强化三产。
在深化二产方面，除了继续推进烘干
初加工改造提升，促进实现清洁能源
替代的热泵烘干和冷冻干燥发展，还
将打造食用菌工业园区和工业走廊，
引导有发展潜力企业入驻做大做强；
扶持开发精深加工系列产品，提高产
业附加值；加大扶持机械设备制造和
菌需物质生产，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的
配套服务。
□ 本报记者 陈莉莉 龚键荣 文/图

实施技术改造升级 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古 田 食 用 菌 产 业 吐 故 纳 新

工人进行银耳冻干前的准备工序

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记者 陈贽 温馨 黄尹甲子）
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和俄罗斯
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大剧院共同
出席中俄建交 70周年纪念大
会并观看文艺演出。

夜幕下，位于莫斯科市中
心的大剧院华灯闪烁、流光溢
彩，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当地时间20时45分许，习
近平和普京一同步入会场。全
场起立，鼓掌欢迎。

普京首先致辞。他表示，
建交70年来，俄中关系经历了
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双方相
互支持和帮助，推动两国关系
今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
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能源、航空航天、科技等领
域合作成果丰硕。俄中两国密
切协作，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
全稳定、解决热点问题、应对人
类面临的新挑战新威胁作出了
重要贡献。俄中共同支持世界
多极化，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形成以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新秩序。我同习近平
主席今天共同签署并发表了联
合声明，为俄中深化合作提出
了更加宏伟的目标。俄方愿同
中方一道，为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而共同努力。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
表题为《携手努力，并肩前行，
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
来》的致辞。

习近平说，今天，我们隆重
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共同迎
来两国关系又一个历史性时
刻。我们不会忘记，在艰苦卓
绝的卫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
间，中苏军民并肩作战、共同抗
击法西斯侵略，用鲜血铸就了
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
联即承认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在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
的岁月里，大批苏联专家用智
慧和汗水帮助新中国奠定了工
业化基础，也书就了两国人民
友谊的佳话。进入21世纪，双
方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
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
了典范。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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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建明）6月 6日，市
委书记郭锡文、市长梁伟新检查铁路沿
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郭锡文强调，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领导重视，工作
落实，坚决完成整治目标任务，创造优美
人居环境，展示宁德文明新形象。市领
导陈其春、吴允明参加检查。

郭锡文、梁伟新乘动车从宁德至福
鼎沿线察看整治情况，听取有关县（市、
区）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当前工作中的

差距不足提出明确的整治要求。
郭锡文指出，开展铁路沿线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既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
作任务，也是在新的起点上坚持高质量
发展落实赶超、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再接
再厉，补缺补漏，确保整治目标实现。
抓好整治工作最关键是领导重视、工作
落实。沿线县（市、区）、乡镇党委政府

和村一级要层层落实责任、明确任务，
县（市、区）及乡镇主要领导要始终盯
紧、跟踪推动，抓好工作落实。要把整
治工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突出火车站周边、与
其他市交界地带和车站内部等重点区
域，抓紧完成房屋整治、绿化美化、卫生
治理、安全保障等 4大类台帐内整治项
目，在更大范围内深入开展“一革命四
行动”。各有关部门要着眼建立长效机

制，针对薄弱环节和地区加强督查、跟
踪指导，并开展“回头看”，巩固成果，提
升整治水平，把铁路沿线建成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梁伟新强调，对整治工作要重视重
视再重视，落实落实再落实，注重把突出
问题整清楚，以提升地方建筑风貌、火车
站点形象和绿化美化水平为重点，集中
精力、上足人马，一鼓作气改到位，让群
众受益，把宁德形象提升好、展示好。

郭锡文梁伟新检查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时要求

领导重视 工作落实 坚决整治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