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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全市人民生活越过越红火
林宝金深入贫困村凤山村与村民共度新春佳节
本报讯 （记者 黄国清）2 月 5 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一早，
市委书记林宝金带着市委市政府的新春问候，深入贫困村凤
山村与村民共度新春佳节，并向全市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
福，
祝愿全市人民生活越过越红火。副市长郑瑞锦一同参加。
西苑乡凤山村位于仙游县西北部山区，海拔 870 多米，
全村人口 2200 多人。通过 “幸福家园”建设，一个生态环
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管理文明有序的凤山新村已经形
成。春节到来，新村里年味浓厚、处处张灯结彩，家家户户
喜迎新春佳节。
林宝金首先走访了 64 岁的退休村主干陈元党。去年夏天，
陈元党利用自家房子，发展起了民宿。走进老人家中，林宝金
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民宿的规模、经营等情况。他说，结
合当地特色，发展乡村旅游、民宿是很好的选择。大年初一，
当地群众都有喝一碗花生红枣汤的习俗，寓意新的一年更加美

好。林宝金与老人家一家一起喝花生红枣汤，祝愿老人一家日
子越来越好。
林宝金十分牵挂凤山村的贫困群众。此前，他已多次深
入这里调研。春节到来，贫困户有何所思、所盼，生产生活
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再次来到这里，林宝金走访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陈金丁、陈洪欣。
林宝金对 71 岁老人陈金丁一家嘘寒问暖。陈金丁说，
现在搬进了宽畅的新房子，孩子也开起了小吃店，一家人的
生活越来越好。林宝金感到由衷欣慰。74 岁的贫困户陈洪欣
说，这是市委书记第二次到他家里了。当时，林宝金来到他
家中看望，他家里条件还比较差。通过 2 年的努力，家里收
入增加了，房子也装修了。衷心感恩党委政府的关怀。林宝
金说，乡亲们有志气、很努力，日子越过越好，我深感高
兴。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会继续把大

家的安危冷暖记挂心上，多办实事、多解难事。
过上了好日子，群众把党对百姓的关心帮助记在心里。
大年初一，村民自发举办了广场舞、十音八乐、拔河比赛
等，颂党恩、叙乡情，欢笑声响彻在新村里。林宝金与当地
群众一同饶有兴趣地观看，为群众鼓掌加油。他还走进群众
中，一一握手，互致新春问候。
听民意、访民情、解民忧。一路上，林宝金还与乡、村
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等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产业发展、脱贫
攻坚等情况。他强调，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结合起来，突出产业扶贫，持续抓好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让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要提高脱贫质量，对已脱贫
的要继续跟踪帮扶，确保实现稳定脱贫。要营造道德风尚，
发挥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弘扬农村优良传统，
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民主生活会召开
阮军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周凌瀚）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民主
生活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阮军主持，党组
成员郑祖杰、林金波、何金清、宋建新、沈萌芽、陈建舜出
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玉芳列席。市纪委、市委组织部
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通报了 2018 年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民主生活会
会前准备工作、征求意见和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
会上，阮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作对照检查，并带
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党组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
查发言，深入查摆剖析问题，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阮军在表态发言中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以此次民
主生活会为新起点，按照市委要求，认真抓好查摆问题的
整改落实，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以新气象新担当展示新
作为。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正
确的政治方向。要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我市人大工作与时俱
进、
创新发展。要加强班子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认真履行好“一岗双责”，自觉遵守廉洁从政各项
规定。要勇于担当作为，紧扣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要求，加强
地方特色立法，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加强和改进代
表工作，
全力服务大局。

暖暖的年夜饭
“新年快乐！”2 月 4
日下午 4 点，“爱心年夜
饭温暖老人心”活动在仙
ianchangduanxinwen
游县平安老年公寓举行，
40 多位留守在这里过年的老人提前吃上年夜饭，脸上洋溢
着欢乐和幸福。这是连续第六年举办爱心年夜饭活动，让
老人们感受到了温暖的敬老情。
“每道菜都很好吃呀！”在现场，笔者看到年夜饭的菜
肴十分丰盛，有 10 道之多，热菜、主食、海鲜、甜品、水果一
样不少。品尝着兴化卤面，老家在荔城区的孤寡老人徐亚
虎感慨地说，仙游空气好，气候宜人，逢年过节社会各界还
很关爱公寓里的老年人，“我这身子、心里都暖洋洋的”。
“好吃吗？”看着在公寓里已经生活了 6 年的 67 岁院
民连伟民吃完一块排骨，志愿者张剑振接着往他的碗里夹
了一块乌贼。“原县福利院搬迁后变身平安老年公寓，但福
利院留下的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惯例一直没变，大家在一
起热热闹闹才是过年！”连伟民开心地边吃边说，“虽然儿
女不在身边，但在这个大家庭里，平时天天有蔬菜和肉食
搭配，逢年过节都能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爱心、温暖，觉
得晚年过得很幸福，公寓就是我的家。”他这次又不让在上
海工作的儿子一家返乡，还一边吃着一边发微信给儿子说：
你们就安心在上海吧！”
“
我们这里的爱心年夜饭好香啊，
据该公寓负责人张清宇介绍，公寓由仙游县福利院旧
址改造提升而成，是一个集老人收养、疗养、保养、康乐、娱
乐、安乐为一体的非营利性养老院。自 2013 年初启用以
来，公寓着力为全县及周边县区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提
供养老、
安居、健身、休闲等保姆式的亲情服务。目前，该老
人公寓共托养老人 100 多人。
“春节讲究团圆，针对 40 多位老人因行动不便留守在
公寓过年的实情，没有亲人或亲人在外地的老人们这时候
更需要关爱。今年年夜饭我们精心筹备，希望能让大伙吃
得更舒心，离家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工作人员何绍
兴介绍说。当天，他们早早地备好鲜面、对虾、猪脚、排骨、
菠菜等食材，上午 10 点左右，李吓妹等 10 多名护工和敬
老志愿者便协助厨师忙着张罗起年夜饭来，下午 4 点开灶
奏起“锅碗瓢盆曲”。
公寓开办以来倾情为老服务的“残疾人自强模范”张清
柑橘等礼包，
并在食
宇，
还给每位老人发放压岁钱和蛋黄派、
堂外的空地上烧起篝火，
寓意猪年生活红红火火。陈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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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
英）近日，莆田市油品企
业家座谈会召开，市领
导李建辉、傅冬阳、胡国
防出席。
会上，油品企业家
代表、油品供应链及金
融行业代表围绕智慧能
源平台发展进行交流发
言，并结合各自企业的
经营实际，就如何推动
我市平台经济发展壮大
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
言后，市长李建辉指出，
发展平台经济是莆田推
进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的必由之路，各级各部
门要进 一 步提 高 认识 ，
只争朝夕、全力以赴，推
动我市平台经济实现新
发展、取得新成效。
李建辉强调，要有
格局，大力弘扬企业家
精神，企业家境界要高、
格局要大，要积极参与经
济发展、助力民生改善，
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
以
社会效益。要有梦想，
更高的定位搭建好平台，
力
抓住机遇，主动作为，
争做成全国行业领先平
进一步提
台。要有担当，
振干部精气神，锐意进
取，敢为人先，不断创新
工作方法，提升服务保障
水平，营造良好的干事
创业环境。要有决心，全市上下坚定信心，形成共识，
竭尽所能为进入平台的企业提供各项服务，帮助解决
企业经营的后顾之忧，确保平台良性运转，提升民营
油品在市场的占有份额，做大做强我市油品产业。

市政协党组
民主生活会召开

欢庆新春

新春佳节，城乡处处充满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图为 2 月 5 日，
正月初一，市民们在市区南湖公园赏花游春。 本报记者 陈斌 摄

莆籍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关炜楠

情系桑梓 乐善好施
20 万元。他还将承包的两片鱼塘里 4000 多公斤鲜活的鲤
鱼、草鱼、鲢鱼全部送给村民，祝福乡亲们年年有余、生活
幸福。
浪陀钟表 （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米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关炜楠是莆田侨界第一个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也
是首位香港 “双拥模范”，2018 年高票当选为 “广东好人”。
本报讯 （记者 刘永玉）连日来，返乡过节的莆籍全国 他虽然长年在外发展，但不忘故土，热心家乡公益事业。
爱国拥军模范关炜楠又忙着行善济贫，乐行公益，受到乡亲 2018 年 4 月，在江口镇举行的精准扶贫基金捐赠大会上，他
们交口称赞。
认捐了 60 万元，用于扶贫帮困、助学扶老、助医助残等爱
刚刚从深圳回到家乡江口，关炜楠就特地前往看望园下 心帮扶事业。2017 年 11 月，他为江口边防派出所送去 20 台
村重病患者关家祥，并送去 5 万元慰问金。关炜楠表示，对 电脑、4 台打印机等慰问物品，帮助改善办公条件。每年春
于村里的特困乡亲和罹患大病乡亲，他都会捐款 1-5 万元。 节，他都会为村里的高龄老人发放新春红包等。家乡修桥铺
为了助力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他为江口镇平民医院捐资 路等公益事业，他也是踊跃捐款。

林庆生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周凌瀚）近日，2018 年度市政协党
组民主生活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庆生主
持，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彭丽靖，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亦兵、黄华、林玉瑞，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剑华出席，市
政协副主席李力利列席。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到会指导。
会议书面通报了 2018 年度市政协党组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情况、2017 年度民主生
活会查摆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和 2018 年中央第一巡视
组巡视福建省的反馈意见部分整改任务落实情况等。
会上，林庆生代表市政协党组作对照检查，并带
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党组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
检查发言，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林庆生在总结讲话中说，市政协党组要以这次民
主生活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
履职水平，加快建设美丽莆田，努力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生动范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加强学习，求真务实、做好表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
率。要带头树牢“四个意识”，
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带头抓好整改落实，列出清单、建立
台账，切实落实到位。要带头执行八项规定，自觉做到
廉洁自律。

春节出行更顺畅
—滨溪北路建成通车方便市民
——
阴见习记者 许智伟 文/图

2 月 2 日，我市滨溪北路 （胜利南街至荔港大道）正
式通车 （如图）。春节期间市民出行又多了一种选择。
家住在市区万科一期的市民欧先生对记者说， “以前
我们都得绕行荔港大道，开车去一趟正荣·财富中心要 20
多分钟，现在滨溪北路通车了，我开电动车，不用 缘 分钟就
能到正荣·财富中心”。据悉，滨溪北路位于木兰溪北岸，沿
溪畔建设，西起木兰水闸，东至荔港大道东侧，双向四车道，
路幅 24 米，设计时速每小时 30 公里，属于城
全长 7.4 公里，
市次干道。此次通车路段为胜利南街至荔港大道段，长度约
5.2 公里，贯通了万科玉湖新城、正荣·财富中心、联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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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等木兰溪北岸开发片区。
近年来，随着木兰溪北岸开发片区的兴起，沿岸交通
压力日益增大。市城建管线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陈万气告诉
记者，滨溪北路连接城港大道、胜利街、八二一街、荔港
大道等多条主干道，是沟通城南及城东区域的重要道路。
随着滨溪北路的开通，木兰溪北岸沿岸车辆实现分流，有
效缓解该区域交通压力，方便周边居民的交通出行。
为了让广大市民能够在春节期间出行顺畅，市城投集
团采取 “工人两班倒、机械不熄火”施工方案保障建设进 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项目进展，实现节前通车，为市民
度，派遣管理人员下沉到一线作保障服务，在保安全、保 献上一份特殊的新春 “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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