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7日，在船政文化城站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站点现已
完成全部围护结构，目前正在进行小里程石方开挖、圆弧段土
方开挖、大里程接收端主体结构等施工。而同样完成全部围护
结构的马江渡站，正在紧张地进行明挖段基坑开挖、暗挖进洞
准备及附属2号出入口土石方开挖等施工。

“马尾沿江通道拥堵，通行能力弱一直以来困扰着我区居
民的出行。马尾区港口路下穿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一方
面能有效突破马尾地区沿江通道瓶颈，提高江滨东大道车辆通
行能力，使道路通行能力与城市长远发展相匹配，方便群众出
行；另一方面则消除了道路现状对船政文化景区的割裂，为船
政文化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马尾区住建局局长翁杰表
示，“借由‘攻坚120’行动，住建局将联合各相关部门和承建单
位在确保工程安全与质量的同时，提速推进，将该项目打造成
为我区的精品工程、标杆工程。”

工人攻坚一线奋战
高楼拔地起 村民新家有盼头

秋日炎炎，工地热火朝天，9月 28日的青洲新苑安置房项
目现场，300多名工人奋战在项目攻坚一线，钢筋绑扎、模板施
工、梁板砼浇捣……为建成青洲片区居民的“新家”而努力。

“这个项目工期很紧，我们正抓紧施工，使这个工程早日投
入使用。”项目业主单位马尾区工业建设总公司现场代表蔡启
城告诉记者。

青洲新苑项目位于马尾老城区，靠近马尾中环广场，将建
设 9栋住宅楼（33-34层），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1314套。
记者在现场看到，其中部分高层住宅现已转入地上主体施工。

“我们迫切地盼望回迁！”看到青洲新苑施工步入正轨，原
青洲村老书记张依富感慨万千：“因为一些原因，这个项目被耽
误了许久，早日回迁是所有村民翘首盼望的，都盼着能早日住
上新房子，之前工地停工，我们着急，现在终于大面积施工了，
每天都有新变化，我们心里非常激动啊，有的老人甚至每天都
跑过去看。”他还说：“希望工程能加快速度，也希望工程能保质
保量完成。

“此前由于项目场地内有 110千伏高压电缆通过，工期受
到前期电缆迁改影响。在区委区政府积极推动解决下，线缆已
全部迁改完成，工程顺利推进中，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新家’正
在逐步建成。”项目监理单位福州中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监
代表陈勇介绍道，“结合‘攻坚120天’行动，项目组300多名工
人加班加点，国庆节也根据安排不停工，要赶在年底前 1栋楼
封顶，预计明年上半年陆续封顶，明年年底全面交付使用，尽快
实现青洲片区老百姓的安家梦。”

修路惠民生
市政攻坚“脚踏实地”

道路交通的畅达与出行环境的优化一直是市民关心的焦
点。据了解，在马尾区“攻坚 120”行动中，马尾区市政道路提
升工程作为重点项目之一，将新建和改造提升上塘路、建坂路、
青洲路、下德路、快安大道交叉口等5条道路，总投资为1.64亿
元，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体系，补齐交通短板。

9月27日，记者位于马尾亭江出口加工区东侧的长安工业
园区上塘路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在经过半年的沉降观
测后，现场工人正在进行土壤固结度取样检测，随着路基趋于
稳定，该项目即将进行土方开挖工作。

“为确保在年底前建成这条道路工程，我们按照施工节点
有序推进，土方开挖后，将进行管涵铺设、路基填筑、排水沟施
工、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苗木种植等工作。”区市政工程中心
亭江综合科副科长林信辉介绍，这条新建道路主要是服务于左
右两侧的两家房地产企业和周边居民。

除新建道路外，改扩建道路也是市政攻坚的重点方向，建坂
路改扩建工程就是其中之一。该项目起点顺接福马路，自南向
北，终点接联动U谷地块开口。一个星期前，该项目正式开工。

9月27日下午，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对道
路的部分裂缝进行清缝工作，对整条道路进行全面的病害处理。

“这条路现在出现了许多断裂、破损、塌陷现象，开车经过
都感觉危险隐患很大，现在可以进行改造提升非常好，希望工
程能尽快做好。”住在周边的居民周先生告诉记者。

项目施工方福建卓普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文昌表示，
“由于道路边有一条泄洪渠，该项目最大的点是做一个与联动U
谷产业园连接的箱涵设计，使其既能过水，又能过人或通车。”

马尾区市政工程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建坂路改造提
升，主要是为了配套服务即将建成投用的联东U谷物联网产业
园，为园区内企业货运和职工出行带来便捷。

“路面病害处理、泄洪渠清淤、基坑支护、箱涵设计建设、修
复人行道、更换路灯、苗木补植……”张文昌为记者详细介绍着
接下来的工序，“我们尽量压缩各工序的施工时间，可同时进行
的工序合并处理，将进一步促进项目提速，确保该项目年底完
工。”

此外，青洲路、下德路、快安大道交叉口等3条道路工程也
都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准备近日开工。

本报讯（记者 薛海云）时下正值
秋收之时。9月28日，在琅岐镇光明
村创业生态园，一大早，工作人员就
驾驶着大型农机翻耕土地，两亩地不
到一小时就翻了一遍。“高标准农田
建设以前，家里的地不好种，土壤肥
力不够，种地成本高。”创业生态园相
关负责人说，如今有了机械，省时又
省力，种地效率大大提高。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带给农户
好处，也不断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将
小田变大田，提高土地利用率，巩固
粮食产量。9月 28日上午，记者从
区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年来，马尾区
瞄准农田基础设施薄弱这一突出短
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做到
藏粮于地，藏富于民，助力乡村振

兴。
2020年，马尾区将琅岐镇农旗

村、光明村列入马尾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1000
亩。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 260
万元，项目于 2020年 12月 5日正式
动工，目前已竣工。

据了解，高标准农田是一定时期
内，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
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
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
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包括
经过整治的原有基本农田和经整治
后划入的基本农田。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灌溉与排水
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
态环境保持工程。其中蓄排沟衬砌

2 段，共 380m；排水沟衬砌 2 段，共
592m；新建灌溉干管5条，共1304m；
新建放水口 49个；新建涵洞 1座；改
建田间道1条200m；改建生产路4条
共 800m；错车道 1处，新建挡土墙 2
段共 18m；护岸支护 2段共 380m，新
建标志牌1座；安装太阳能杀虫灯30
盏。

在琅岐镇农旗村，73岁的村民
宋先生每次经过自家的高标准农田
都要看上一会儿。“这地还挺好看！”
种了一辈子地的宋先生眯着眼，沿着
田埂又走了一圈又一圈。“地块不够
肥沃，种啥都收成不好。看天播种、
靠天收粮。”宋先生坦言，这是农田整
治建设前的真实写照。“如今，农村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一

条条笔直的道路，一块块整齐的大
田，一片片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这是我们百姓的希望啊。这些都是
我们以前不敢想的。”

农旗村、光明村只是马尾区全面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缩影。
当前，在马尾各个乡村，放眼望去随
处可见成方成片的田土地、纵横交错
的机耕道、畅通无阻的排灌渠、生机
勃勃的农作物。整齐划一的高标准
农田，既提升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
现代化发展能力，又提高了群众生产
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和群众
收入。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郑先
生介绍，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
实施，这些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高标准农田整治以后，对乡村振
兴衔接将起很大的作用，实现“小田”
变“大田”，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切实提高
农民收入水平。

“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建设大大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成与现代农
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
基本农田，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
基础。”郑先生表示，结合光明村的实
际，我们因地制宜，实施了土壤改良、
田间道路工程等工程，使光明村的种
植环境和农田基础设施有了质的飞
跃。如今，机耕道通到家门口，水泥
渠修到田边，抛荒地成了高产田，成
为很多农民的希望。

金秋马尾丰收忙 鱼肥稻黄果飘香
本报记者 薛海云

定 制“ 大 礼 包 ”为 种 植 户 保 驾 护 航
本报记者 薛海云

马尾：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九月的马尾，秋高气爽，一片欣
欣向荣的景象。眼下正值秋收时节，
田里到处看得见繁忙的身影。百亩
稻田迎秋收，空心菜大丰收，开渔海
鲜收获丰……在这个丰收的时节，记
者走进马尾的田野、市场，见证丰收
的景象，感受农民们丰收的喜悦。

百亩稻田迎秋收
9月 25日，记者驱车前往琅岐。

一进入琅岐，片片稻田呈现在眼前。
水稻已经长至及腰高，金黄色的麦穗
在阳光下闪着丰收的光泽。微风吹
拂过，层层金黄色的浪花瞬间掀起涟
漪，好一幅自带滤镜的诗意田园美
景。

“开镰喽！”清晨不到五点，在琅
岐镇水稻种植大户叶宜述的田地
里，4台割机斜成一排，在金色稻海
里轰鸣。机身前，金灿灿、沉甸甸的
稻穗随风起伏，好似层层金浪。机
身后面，收割的稻谷整齐排列，柔软
黄色的沃土展现在眼前。储备粮用
车进进出出，现场一片丰收忙碌的
景象。

叶宜述在地里来回穿梭，他的脚
上穿着及小腿的靴子。“你捏这个麦
穗，每个籽粒都很饱满，色泽也很金
黄。”他用手轻轻捧起麦穗，兴奋地告
诉记者，“今年水稻长得好，麦穗沉。
昨天下了一场雨，你看，今天所有的
麦穗都东倒西歪了。”

今年叶宜述种了约 200余亩单
季稻。“今年水稻收成比去年要好，亩
产应该不低于1200斤。这两天就可
以将这些水稻全部收割完成。”叶宜
述说。

马尾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由于今年气温较高，对水稻的
生长极为有利。收割的天气也好，加
上田间管理科学，这也有利于稻穗丰
化、粒重增加，迎来一个丰收年。

水果蔬菜下足功夫
9月27日，在琅岐新金东农场大

棚内，10余名工人正在不慌不忙收
割空心菜，收割、挑选、归拢、装筐。
随后，装好的空心菜被工人抬上车，

并装上等在地头的运输车。大伙忙
得不可开交，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其实，为了让空心菜种出高产
量、卖出好价钱，农场场长周华官下
了不少功夫。“之前我们都是按传统
方法种植，现在可不这样了，都是机
械化种植。遇到不懂的农业知识，我
们就上网查阅资料，还积极报名参加
各类农技知识培训。”

“我们现在运用新技术种植，长

势好。”周华官说，自从建设了高标准
大棚，夏季的叶绿菜再也不怕强光照
和干旱缺水，产量和品质都有了保
障。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则大大
节省了人工成本，现在1人可以管护
100亩蔬菜的水肥。

如今，周华官种植规模逐年扩
大、蔬菜水果种植品种不断更新。“这
都得益于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的大
力支持。”周华官说，在政府牵线搭桥
下，农场还与朴朴、永辉对接，发展

“互联网订单式”农业，构建“产、销、
运”一体化的云端销售模式。今年农
场将引进自动遮阳智能大棚和物联
网信息化管理技术，蔬菜年产量有望
突破4000吨。

海鲜市场品种丰富品质佳
每年进入夏季后，随着气温升

高，蛏子这种小海鲜就到了收获
季。随着海水逐渐退去，在琅岐的
滩涂上随处可见渔民们忙碌的身
影。岸边停着几辆货车，十多个商
贩在一旁等着蛏子上岸装车。杨师
傅是专门收购蛏子的，已经连续两
个月在这里蹲点，每天从一早等货
上岸，到晚上装车运到海峡水产品
交易中心，他表示，多的时候一天能
拉十多车。

除了饱满肥嫩的蛏子，在海峡水
产品交易中心，琳琅满目的海鲜水产
也引来不少市民争相选购。大量的
新鲜带鱼、 鱼、红鳞鱼、鱿鱼等深受
市民喜爱，而海鲜价格也随着产量逐
渐增多而有所回落。商贩林女士从
事海产品批发生意已经7年了，她从
出海的渔民那里收购新鲜的海鲜，第
一时间售卖给小商贩，深谙海鲜市场
行情。她告诉记者，8月开始，马尾
就迎来了捕捞海鲜的时节。尤其是，
捕捞鱿鱼的灯光船每次出海，都能满
载而归。

海鲜丰收，直接的影响就是价格
的波动。林女士说，较刚开渔，海鲜
价格基本不变。鱿鱼的价格小幅下
降，现在一斤在12元左右，带鱼一斤
22元上下，海虾一斤30元上下。

“和原来的日子相比，现在的日子
是过去不敢想的呀。这都多亏了政
府的好政策。”近日，琅岐水稻种植户
叶宜述很开心，不仅因今年水稻收成
好，还因政府补贴力度大。

9月26日，记者来到叶宜述种植
的水稻田，只见叶宜述顶着烈日，戴
着斗笠，熟练地沿着田埂行走，不时
猫着腰，仔细查看水稻的长势。

叶宜述所享有的正是来自马尾

区量身定制出强农惠农“大礼包”，今
年，马尾区制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若
干措施等系列惠农措施，全面推动乡
村振兴，为种植户保驾护航，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叶宜述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琅岐
人。20世纪70年代，在琅岐很多人外
出就业谋生，但也有人留下来种地，
叶宜述便是其中一个。和当地农户
一样，最初他在村头只有几块地。“一

亩不到。那时候说白了就是靠天吃
饭，没有技术，也没有资源，收成不
好，也不好卖。”他对记者说，随着年
纪越来越大，种地便显得尤为吃力。

“现在不同了，干得少，赚的却多
了。”据叶宜述介绍，前几年，他在村
里承包下 200多亩的耕地用来农作
物种植。现在，他不需要亲自种地，
收入却比之前多了很多。“也算是实
现在家门口就业了。一年下来，好点
的可以亩产 1200斤，差的也有 1000
斤。今年我种了约200余亩水稻，这
两天就可以将这些水稻全部收割完
成，主要还是以单季稻为主，每亩能
收1000多斤。”

叶宜述表示，今年有农机补贴、
耕地地力补贴，各项惠民政策的支
持，综合下来，一亩也有 200元左右
的补贴，补贴力度足足比去年的翻了
一翻。

据了解，今年，为秋收备播保驾
护航，政府再一次送上秋收大礼包。
我区制定《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若
干措施》，安排资金支持种粮大户开
展肥料、农药、新品种、实用技术试验
示范推广工作，进行物化补助，组织
各镇（街）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

工作，李贵棋等4户种粮大户投保水
稻保险1092.7亩，对种粮保险农户实
行愿保尽保，市、区保费补贴各5%部
分由区财政承担。

另外，针对种植再生稻粮大户，
我区还制定了《马尾区 2021年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将各种粮
大户、再生稻的补贴标准统一与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相一致，且为可叠加享
受补助。2021年我区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资金总额为105万元，经村上报
镇（街）审核汇总，2021年全区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面积11162.91亩，其中
马尾镇 143.2亩，琅岐镇 9942.39亩，
种粮大户奖励面积 1077.32亩；其中
大户奖励发放 101332.72元，耕地补
贴发放948667.28元，补贴标准94.06

元/亩。2021年我区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助已发放5万元，其中补贴面
积 1138.9亩，补贴户数 302户，补贴
平均标准43.9元/亩。

此外，近期，建行福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分行、中国银行等分别与
马尾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资金精
准滴灌、“裕农通”、智慧村务等金融
支持与特色服务，助力马尾区乡村振
兴工作。

这些都是今年特意为种植户精
心定制的“民生大礼包”。也正是这
些秋收“惠民大礼包”让叶宜述没有
了后顾之忧。“颗粒归仓，心里不慌。
我这 200亩地的‘口粮’政府给的保
障很足。我还有啥不放心的?”叶宜
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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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捐赠！国内现有唯一可考船政教科书再现公众视野
本报讯（记者 王晓霞）9 月 23

日，一场捐赠仪式在中国船政文化博
物馆举行。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
长陈悦将自己珍藏的一本船政教科
书《华英译本》捐赠给了中国船政文
化博物馆。据了解，这是国内现有唯
一可考的船政教科书，填补了船政学
堂教育板块的文物空白。

《华英译本》出版于 1886年，是
船政后学堂外籍教师邓罗根据自己
课程的讲义进行编写并出版的。在
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标注了“皇家船
政学堂”字样，证实了它的“船政”血
统。该书内容应为中级读本，是有

一定英文基础的学生的教材。“这本
书很有意思的一个就在于，它所选
取的 55篇例文都是来自中国的传统
知识与典故，让船政学堂的学生们
进行中英文互译。”陈悦告诉记者，

“这本书的第一个生词就是‘孝’字，
而这也正是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桢
所出的入学试题，说明关于‘孝’这
一主题在船政教学体系中是一以贯
之的。”

邓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还提到，
这本书的内容原本是船政后学堂的
课堂讲义，由于教学效果不错，因而
为了让更多中国人能够有学习英文

的途径，决定将讲义公开出版，随后
在中国近代非常出名的外文出版社
——别发印书馆发行了这本书。

对于这本教材的出现是没有料
想到的，6年前，陈悦在日常浏览国外
网站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一本书正在
拍卖，在拍卖信息中得知这本书的作
者正是船政后学堂的英文教师邓
罗。“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可
能与船政相关，但具体的内容并不清
楚。后来，这本书几经辗转出现在了
国内，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收藏了下
来。”

以往，对于 150多年船政史的研

究大多聚焦于船政的整个体系的研
究，而对于船政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
的直接掌握是缺乏的。“对于船政学
堂的课程，我们只是知道他们会教授
英文、法文以及几何等，但如何学，我
们无从知晓。这本书的出现，让我们
在众多谜团中找到了一把钥匙，让我
们对当年船政的英语教学方法和模
式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陈悦老师长期专注于海军史、
船政史以及舰船技术发展史的研究
和普及，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也收藏
了数量可观的船政史料和文物，今
天陈悦老师向我馆无偿捐赠了这本

船政学堂英文教材《华英译本》，为
研究船政学堂教育提供了重要依
据，我们非常的感谢。接下来我们
将尽快做好展陈准备，计划于国庆
节前在博物馆 3楼教育板块展出。”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馆长王芳感慨
道，“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开馆 20余
年，得益于社会各界对船政文化的
关注与支持，馆藏文物日渐丰富，希
望有识之士能共同参与船政文化内
涵的挖掘与弘扬。”

百 年 船 政百 年 船 政

马尾首开共享单车违规停放企业罚单
本报讯（记者 丁林怡）近日，马尾区城管局对我区共享单

车企业开出首张行政处罚单，处罚总金额达 15000元。目前，
罚款金额已全部到位。

“近期，我们发现马尾区共享单车企业对投放的单车存在
重视程度不够，营运力量不足等问题，且由此造成了辖区出现
共享单车乱停放的不良现象。”马尾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9月 23日上午，区城管局对哈 单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提
出企业必须要建设电子围栏，重新科学设置点位；运营企业需
在3日内增加2名管理人员，按照要求的规划路线，在辖区进行
不间断巡查，对乱停放的共享单车进行纠正。运营企业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将立即改善车辆调度工作，自觉维护市容市貌，及
时处理违规停放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为督促共享单车企业维护城市的秩序和整
洁，约谈当天，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同步对共享单车进行了专项
整治，共纠正共享单车378辆，查扣乱停放的共享单车168辆。

靶向发力“民生关切”马尾“攻坚120天”再提速

（上接一版）

本报讯（记者 丁林怡）为净化人民币流通市场，提高人民
币整洁度，增强人民群众防诈拒赌意识和能力，保护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近日，农行福州自贸片区分行组织辖内网点（福州
锦洲支行、福州长安支行、福州琅岐支行、福州闽琅支行）开展

“送金融下乡 为民办实事”活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中柜面经理走出柜台，深入农村面向村

民、老年群体、个体工商户开展上门收兑残损人民币与反诈反
赌宣传活动，让群众手中“沉睡”的残损币“醒”来，重新发挥作
用。同时活动还通过面对面的宣导，发放宣传警示折页，进一
步提高社会公众防诈拒赌意识。

农行福州自贸片区分行开展“送金融下乡 为民办实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