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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平潭国际海运船东协
会成立，这是平潭开放开发的一件
大事，也是整个海运业的一件盛
事、喜事。

平潭是全国唯一的对台综合实
验区、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际
旅游岛，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实验区投资促进委
员会研究发展部总监林力表示，协会
的成立将有利于大力推进海洋经济
发展，构建海洋经济新格局。

作为国内首个国际海运行业
协会的会长，高扬松表示，平潭国
际海运船东协会成立将有利于加
强航运业界的协调、自律，有利于
构筑船东与政府之间桥梁，有利于
构建船东联系平台，同时有望借助
航运市场回暖的契机，团结船东实

现顺势发展。
据了解，在全球新冠疫情及国

际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闽商经营的
国际方便旗海运企业作为国有运
输企业的重要补充力量，为保障我
国内外贸“双循环”体系作出巨大
贡献。在新形势下，平潭国际海运
船东协会应运而生，将继续为我国
国际航运事业的开拓经营、改革创
新、技术进步、科学管理服务，以及
促进水运业持续、协调、健康、高
效、和谐发展作贡献。

“我们希望协会成员以服务国
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己
任，在服务海洋强国建设中勇担使
命、奋发作为，为福建在海洋经济
上注入新的活力。”实验区投资促
进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首个国际海运船东协会成立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何燕）22

日，平潭国际海运船东协会成立。
这是国内首个国际海运行业协会，
会员涵盖平潭周边城市经营国际
运输业务的船东，以及经营国际航
线的中资国际方便旗单位。实验
区管委会二级巡视员、投促委常务
副主任薛理朝出席会议。

协会成立当天，还举行了平
潭国际海运船东协会一届一次会
员大会。

平潭国际海运船东协会会长
高扬松介绍，协会是由国际航运
相关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地
方性、联合性、非盈利性的社会组

织，会员都是从事国际海上运输
的经营者，主要分布和活动的地
域在福州和平潭。

实验区投资促进委员会研究
发展部总监林力表示，平潭国际
海运船东协会业务开展后将有望
成为实验区产业链培育的主引
擎。协会将通过引进聚集中资方
便旗船东和航运组织，促进区域
链条配套产业的发展，如与船员
培训基地、船舶物资补给、港口服
务、融资租赁等机构开展多元化
的合作，吸引更多高端服务业态
集聚实验区，逐步构建具有平潭
特色的国际航运生态圈。

助力构建海洋经济新格局
□融媒体记者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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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何燕）21
日，实验区投资促进委员会举行

“一周一签约”活动，实验区投促委
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项目为平潭综合实
验区两岸科教产业园。

平潭综合实验区两岸科教产
业园计划引进高职及以上院校，涵
盖本科及研究生院校，以音乐、美
术、体育、旅游等专业为主，重点吸
收台生、海外学生，打造兼具闽台

合作、中外合作的两岸科教园区。
据厦大平潭研究院执行院长

林凡介绍，园区建成后，将在开展
国际化的教育与培训、推动综合
性人才在平潭落地、促进两岸科
技与文化交流等领域与平潭开展
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平潭国际化、
多层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促
进两岸青年人才交流与培养，提
升平潭教育事业规模和办学层
次。

实验区与厦大平潭研究院开展战略合作

携手共建两岸科教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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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9月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稻浪随风起伏，玉米长
势喜人，田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
今年在四川考察粮食生产时指出：

“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极端
天气频发等背景下，我国夏粮实现
增产，秋粮克服多重挑战，丰收有
基础、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
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
粮食安全观，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
动权，带领亿万人民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
这根弦”

今年粮食问题备受关注。国际
粮价高位波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

去年秋汛造成我国三分之一的冬小
麦晚播、长势复杂。粮食压舱石能
否稳得住，直接关系经济基本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
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
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
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
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
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
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 （下转2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王立彬 高敬 胡璐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
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
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

去年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
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
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食生

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
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
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
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
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
乡村更美丽。全国广大农民要
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
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这个秋天，同样喜获丰收的
还有平潭绿绿鑫蔬果农民专业合
作社。

9月上旬开始，合作社在昆
湖村、芦南村等地种植的 500余
亩甘薯陆续迎来收成，亩产量约
4000斤。“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忙
着收甘薯，最近还有外地批发商
来考察，直接包片收购了将近
200亩的甘薯，预计今年合作社
的甘薯产值能有150多万元。”平
潭绿绿鑫蔬果农民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陈成华说。

甘薯是平潭主要的粮食作
物，今年实验区的农业生产面临
着“前涝后旱”的挑战，丰收可谓
来之不易。陈成华告诉记者，今
年甘薯种植先后遇到涝情和旱
情，各类生产成本直线上升，所幸
田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的普及和
各项种粮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减
轻了合作社的生产负担。

据悉，从 4月下旬起，实验区
农业部门统筹发放了2021年冬种

马铃薯种植专项补助、2022年省
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以及两
批次的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资金，用真金白银促进农
业生产，激发农户种粮积极性。

“近期，我们准备发放今年第3
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补贴对象主要是7月下旬种植晚
甘薯的农户。”实验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处负责人蔡宗信说，实验区还
通过复垦撂荒地种粮补助政策激
励、免费发放优质甘薯种苗、农技
培训指导等举措，挖掘粮食种植面
积潜力，实现秋粮面积稳中有增，
为全年粮食生产夯实了基础。

据介绍，今年实验区粮食生
产任务为播种面积5.5万亩，产量
1.9万吨。目前已完成夏播粮食
作物 46323亩，其中，甘薯 46146
亩，水稻74亩，豆类103亩。预计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可达55504亩，
超过任务指标。全区秋粮作物生
育进程正常，作物长势良好，病虫
害防控到位，丰收基本面好。

传统作物量好质优，新型农业前景可期——

岚岛田间 景正好
□融媒体记者 林伊铭/文 林君斌 江信恒/摄

9月23日，又是一年秋分时。全国亿万农民迎来了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在这个致敬辛勤的节日，放眼岚岛田野，处处是动人色彩：碧绿的甘薯田、
多彩的果园，到处涌动着喜悦与希望。

今年以来，实验区扎实推进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现
代农业建设。1至8月，实验区春（夏）收粮食产量3885吨，同比增长1.7%；沙地
花生、火龙果、脐橙等经济作物也为丰收的季节增添了色彩。

丰收在望 秋花生质优产量好
“今年秋花生的长势特别好，

预计亩产量会超过800斤。7、8月
这段时间气温高，光照充足，秋花
生的成熟会快一些。”21日上午，君
山片区芦北村的种植田里，平潭润
丰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刘守成对自家秋花生的收成颇
为期待。

拔秧、脱粒、装框……种植田
里，工人正在收拔部分秋花生。“从
地里随便拔一棵秧子，上面的花生
果粒都很多、很饱满。”工人薛春玉
说。据了解，平潭花生通常在春季
种植，今年由于受到汛期强降雨的
影响，春花生的产量普遍不佳。公
司在7月上旬种植了面积约130亩
的秋花生，目前丰收在望。

在公司厂房，周边的空地上

已晒满花生，工人把刚刚从田里
收来的花生清洗后，添加食用盐
带壳水煮，再经过晾晒就成了熟
花生。

刘守成告诉记者，平潭的沙质
土壤透气性强，有利于糖分累积，
种出来的花生皮薄味甜、颗粒饱
满，很受市场欢迎。

今年以来，平潭陆续完成了西
红柿、圣女果、马铃薯、大葱、胡萝
卜、春花生等农产品的收获，农业
生产活动平稳进行。“我们先收获
一两亩秋花生，在实验区举办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展示，通
过线上直播和线下展销的方式，让
更多人知道平潭优质的沙地花
生。进入10月后，我们就会大面
积收获秋花生。”刘守成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余小燕
黄莺莺）近日，实验区乡村振兴促
进会筹备会召开。实验区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实验区岚台企业
与企业家联合会、实验区农产品流
通经纪人协会、深圳平潭商会、福
建阳光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福
建冠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40多
位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实验
区乡村振兴促进会筹备工作方案。

会议宣读了《主动融入乡村振
兴主战略 掀起平潭旅游建设新高

潮》倡议书，并传达省民政厅、省乡
村振兴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动员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精神。

会议强调，乡村振兴，规划需
先行、产业是重点、人才是关键。
要学习省内外的先进经验，坚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海洋养殖经
济产业现代化的总体规划思路和
主要发展目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真帮实干，为平潭“一岛两窗
三区”建设贡献力量。

实验区乡村振兴促进会筹备会召开

除了传统农作物，实验区在
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上也结出了丰
硕果实。

22日上午，在君山片区昆湖
村的欣鑫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示范
基地，一株株挂满火龙果的果树
有序排列，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挑
选、分级、装框。

“我们采取‘企业+合作社+村

民’的发展模式，通过村党支部牵
头，以每亩 1000元的价格租用村
民土地，由欣溪农业公司提供种
苗、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和培育品
牌，绿绿鑫合作社负责人力种植和
具体销售，盘活村里剩余劳动力、
增加村民的土地租金收入，促进农
业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昆湖
村党支部书记陈玉祥说。

“火龙果整体种植面积大约
90亩，从今年7月开始，每半个月
可以采收一批火龙果，持续到年
底，主要销往平潭水果商行和超
市。明年基地的火龙果将进入丰
产期，火龙果产量更高，品质会更
好。”平潭绿绿鑫蔬果农民专业合
作社总经理陈成华说。

去年4月，平潭绿绿鑫蔬果农民

专业合作社、昆湖村经济合作社联合
社与台资农企——南平市欣溪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成立平潭欣
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台湾红心
火龙果、白心火龙果种植，并且利用
台湾现代精致农业技术，探索发展

“种植基地+生产加工+生态旅游”的
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具有区域品牌的
台湾特色蔬果示范基地。

多措并举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创新模式 闽台融合结出硕果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蔡曦
媛）20日，省委组织部人才发展中
心慰问组来岚，走访慰问挂职干
部。

当天，慰问组实地走访了解实
验区挂职办、挂职干部之家等场所
建设情况，并与挂职干部代表们座
谈。挂职干部们分享了各自在平
潭的工作、学习等情况，并表示，在
岚工作忙碌且充实，收获了实干经

验、提升了业务水平，能够为实验
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倍感荣
幸。

慰问组对实验区挂职办和挂
职干部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
鼓励挂职干部们再接再厉，积极响
应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号召，
共同把工作做扎实、做好，确保高
质量完成重点工作任务，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组织部慰问组来岚
走访慰问挂职干部

成熟的甘薯装袋。

种植户将火龙果按大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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