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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郑已东
实习生 高媛媛冤 7 月 11 日
至 12 日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苏增添率检查组一行来莆袁
就我市贯彻实施 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曳 情况
进行检查遥 省人 大常 委 会委
员尧 法制委主任委员杨益民袁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尧 内司工委
主任李晋闽袁 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林光大尧 周振华和部分省人
大代表参加检查遥 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郑祖杰尧 何金清袁 副
市长吴健明分别陪同检查或参
加汇报会遥
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
仙游县尧 秀屿区袁 实地察看我
市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及可追溯
体系建设情况尧 农资监管平台
建设运行情况等遥 12 日下午
召开执法检查情况汇报会袁 听
取了市政府尧 仙游县尧 秀屿区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情
况的汇报袁 以及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情况
的汇报遥
苏增添指出袁 莆田市政府
高度重视农产品 质量 安 全工
作袁 在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袁 建立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体系袁 稳步推进农业标准化生
产袁 加大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
力度袁 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就下
一步工作袁 他要求袁 要依法履
职袁 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
共治格局的良性运行遥 要加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资金投
入袁 把好生产环境安全关和农
产品生产安全关袁 提升标准化
生产能力尧 质量追溯管理能力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袁
强化生产者责任意识尧 政府责
任意识尧 消费者意识和媒体责
任意识袁 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水平遥

“保和堂”父子接力传承好家风，在
仙游城关免费供应“爱心凉茶”33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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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群众察民情 依法依规解诉求
林宝金接待来访群众
本报讯 渊记者 吴琪娜冤 7 月 15 日 袁
市委书记林宝金来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
众袁 面对面倾听群众信访诉求袁 为群众排忧
解难遥 市领导李飞亭尧 沈伯麟尧 李伙金一同
参加遥
接访中袁 围绕来访群众反映的拆迁户户
籍落户尧 市政设施改造尧 安置区建设滞后等
问题袁 林宝金耐心了解信访事项的来龙去
脉袁 详细解答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袁 对依法依

规能马上解决的当场予以协调解决袁 现场不
能解决的当即责成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
限期解决遥
林宝金还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袁 并对我
市今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总体成效表示充分肯
定遥 他强调袁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袁 按照省委尧 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
的部署要求袁 全力以赴做好信访各项工作袁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顺利举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遥
林宝金要求袁 一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
信访工作遥 深入学习和大力弘扬廖俊波同志
崇高精神袁 按照 野三到位一处理冶 原则袁 勇
于担当尧 主动作为袁 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袁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遥 二要扎实推动
信访积案化解遥 进一步梳理汇总积案情况,细
化目标尧 责任尧 措施, 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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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退果还林，重点流域
禁止桉树人工林发展等

湄洲日报社获国家博物馆授权
出版馆藏《天后圣母事迹图志册》

我市多举措加强
流域生态修复

藏品共 48 幅，为十分珍贵妈祖文物

本报讯 渊记者 卓晋萍冤 在湄洲妈祖
千年来首次巡游东南亚产生热烈反响袁 新
一轮妈祖热掀起之 际 袁 国 家 博物 馆 馆 藏
叶天后圣母事迹图志册曳 授权湄洲日报社出
版袁 引发业界关注遥 昨日袁 湄洲日报社收
到这一珍贵的妈祖文物相关图像资料遥 据
悉袁 此为国家博物馆授权使用的完整版遥
叶天后圣母事迹图志册曳为清朝同治年
间发现的袁距今 150 年以上遥 国家博物馆收
藏的这一版本为世间孤本袁纸本设色袁以绘
画形式描绘了妈祖故事袁 出自民间画匠之
手遥藏品共 48 幅袁均为 31.4x32.4 厘米袁采用
工笔彩绘画法袁画面精美袁色彩鲜艳袁极富表
现力遥 画中的人物和景物相互融合袁浑然一
体遥它吸收了中国传统国画技法与传统壁画
精华袁 堪称中国古代彩绘连环画的经典之
作袁也是研究妈祖文化的珍贵资料遥
推进建设美丽莆田袁 打造世界妈祖文
化中心袁 融入发展大势袁 从更高层次尧 更
宽领域尧 更多渠道袁 发现尧 发掘尧 发力妈
祖文化古今传承和载体袁 史料典籍收集尧编
纂尧出版尧推广十分重要遥 国家博物馆馆藏

本报讯 渊记者 洪颖 通讯员 张青峰冤
记者昨日从市林业局获悉袁 库区退果还林和
生态林修复工程有序推进遥 东圳库区一级保
护区计划 2016-2018 年完成退果还林 8232
亩袁 去年已完成 2716 亩曰 今年计划继续完成
3000 亩退果还林袁目前已完成 2682 亩遥 这是
我市加强生态流域生态修复的举措之一遥
据介绍袁 在实施库区退果还林和生态林
修复工程的同时袁 今年全市还深化流域森林
抚育袁禁止桉树人工林发展袁推动商品林赎买
试点等袁多措并举加强生态流域生态修复遥
在实施流域森林抚育上袁 突出木兰溪尧
萩芦溪等重点流域和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造林
绿化袁 恢复森林植被袁 提高林分质量遥 在禁
止桉树人工林发展上袁 主要禁止在木兰溪尧
萩芦溪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重点流域内开山
种果尧 营造桉树等速丰林袁 逐步推进退果还
林工程袁 并改造桉树树种遥 在推动商品林赎
买试点上袁 计划在仙游县尧 城厢区推开商品
林赎买试点袁 通过主要溪流和重点饮用水源
保护区流域内桉树商品林林地转换为生态林
地袁 并进行种植阔叶树种改造遥

叶天后圣母事迹图志册曳 选登

叶天后圣母事迹图志册曳袁既是妈祖文物巨大
价值的生动体现袁更是从国家历史文化层面
赋予妈祖在中华文明史上地位的实物诠释遥
2012 年 7 月袁国家博物馆馆藏叶天后圣
母事迹图志册曳作为一个重磅专题袁在央视
叶国宝档案曳热播袁引发广泛关注遥 湄洲日报
社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袁经过半年多想方
设法积极运作袁 得到国家博物馆大力支持袁
终于通过复杂尧严密的程序袁与国家博物馆
签订了合作协议袁依法取得使用授权遥
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

实袁 加快清理积案进度,着力提高息诉化解
率遥 三要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机制遥 结合我市
城乡综合执法和服务治理网格化工作袁 完善
基层信访工作机制袁 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作用袁 形成条块联动尧 齐抓共管
的信访工作大格局遥 四要强化责任落实遥 坚
持属地负责的原则袁 明确责任主体袁 层层传
导压力,层层抓好落实袁 提高信访工作质量和
效率袁 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遥

执行主任尧 著名学者卢仁龙得知消息袁 点
赞有加遥 他告诉记者袁 国家博物馆这一馆
藏作品袁 对妈祖文化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袁
是个有力尧 鲜活佐证遥 对地方来说袁 适时
运作推出袁 是很了不起的文化工程袁 实现
了 野天地对接冶遥
此次国家博物馆授权湄洲日报社出版袁
是对妈祖故乡人的信任袁 也是湄洲日报社
顺时而动袁 弘扬妈祖文化的一个新的尝试袁
将组织精兵强将袁 以虔诚之心袁 高品质完
成相关出版工作遥

前年又把这一善举带到美国纽约
的 唐 人 街 ，受 到 当 地 居 民 点 赞
本报讯 炎炎夏日袁 持续高温袁 位于仙游县鲤
城街道解放西路口的保和堂药店免费中药凉茶供应
点袁 又像往年一样从 7 月 1 日开张了遥 野我进城踩
三轮车 源 年了袁 每个夏季都喝这里的凉茶袁 方便又
省钱遥冶 昨日上午袁 来自大济镇尾坂村 67 岁的三轮
车老师傅陈维椿边取水边乐呵呵说道遥
野保和堂冶是仙游城关一家赫赫有名的野老字号冶
药店袁靠着质量保证尧价格合理尧药品齐全和优质服
务袁赢得仙游群众的认可遥 至目前袁保和堂免费提供
野爱心凉茶冶的善举袁已坚持了 33 年遥 今年 64 岁的店
主黄明东回忆说袁1984 年袁药店刚刚开张不久袁曾经发
生进城农民中暑晕倒在门口的事袁他的父亲尧老店主
黄升发当时决定袁每年 7 月至 10 月袁烧制药茶免费供
应给三轮车夫尧环卫工尧摩的司机等低收入人群遥
据悉袁该店野爱心凉茶冶由金银花尧菊花尧甘草和香
薷等 10 多味中药配制袁每天早上 5 点起袁药店请专人
烧开后用纱布过滤袁 再挑到店前倒进不锈钢保温瓶袁
每日要烧 5 至 8 大锅袁可供近千人解渴遥 一个夏天下
来袁 要花费成本 2 万多元遥
2002 年起袁 黄升发将药店交由黄明东等 3 个儿
子经营袁 自己则来到美国纽约帮助女儿女婿料理诊
所遥 但身在国外的他心系故土袁 每年都嘱咐儿子黄
明东要将 野爱心凉茶冶 善举延续下去遥 黄明东听取
父教袁 坚持每年夏季免费提供 野爱心凉茶冶袁 累计已
支付这笔善行开支 20 多万元遥
2 年前袁 已年逾八旬的黄升发老人毅然决定把保
和堂的 野爱心凉茶冶 这一慈善文化带到美国袁 并从
前年 7 月起袁 在位于纽约唐人街的女儿和女婿的诊
所前袁 用从国内专门定制的不锈钢保温桶设立了免
费中药凉茶供应点袁 让许多当地华侨华人和美国人
也能喝上正宗的 野爱心凉茶冶袁 受到当地居民点赞遥
谈及缘何将爱心善举延续下来袁 黄明东说院
野慈善家风不能丢袁 这爱心钱花得值遥冶 渊陈国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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