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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的新变化

30多年前，作为福建省宁德地区为数众
多的畲族村落之一，赤溪村的民众过着“家
家竹木屋、顿顿揭锅难”的艰辛生活。1984
年，这里的贫穷状况见诸报端后，引起全
国关注。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 《关
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
扶贫工作从此拉开序幕，赤溪村也因此得名

“中国扶贫第一村”。
习近平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高度

重视这里的扶贫工作。去年 2月 19日，习近
平总书记与赤溪村村民的再次交流，深深鼓
舞着这个曾经的贫困村。一年来，赤溪村的
干部和村民铆足劲，精准发力、快速发展，
以此回应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这一年，赤溪村的面貌进一步改善。一
进村口，迎面而来的是花海公园，沿着宽阔
的水泥村道，经过刚刚完工的紫藤长廊和畲
乡山水木屋，进入主村，主干道新长安街已
提升为热闹的畲族风情购物街，村民住宅经
过立面改造，畲味儿更足……这些都是短短
一年中的变化。

“去年是我们最繁忙的一年，一共有四五
十个项目在建。”驻村第一书记王纯华细数一
年来大伙儿齐心协力建设的丰硕成果：目前

“16 个 1”（包括提升一批基础设施、建设一
批民生项目、实施一批美丽乡村项目等） 共
36个项目已完成过半，还有14项正在抓紧实

施，4 个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围绕
这些项目，村里还同步实施了包括花海景
观、紫藤长廊等在内的10多项内容，进一步
完善了旅游配套基础设施。

这一年，村里的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作
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赤溪村2016年共接
待游客20多万人次，农业总产值达到2508万
元，同比增长 18%。村民不再单纯务农，还
办起了农家乐，销售旅游产品，还有不少乡
贤回乡发展现代农业。

2016 年，村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696 元，同比增长
15%；村集体收入从 2015年的 32万元增长到
50万元。

视频后的新动力

作为“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发奋图
强，脱贫攻坚。去年与总书记连线后，“自强
不息”成为赤溪村发展的关键词。他们立志
要把“中国扶贫第一村”建设成“中国自强
第一村”。

“总书记与我们连线，嘱咐我们扶贫根本
还要靠自力更生和乡亲们的内生动力，在现
有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自强不息，继续
努力。”村党总支书记杜家住说：“以前，来
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多，让村民
多少有些‘等靠要’思想。总书记的讲话，
不但给了我们很大激励，也给了我们提醒，

就是要进一步激励、增强村民发展的内生动
力。”

去年6月，参加视频连线4个月后，村主
任吴贻国牵头带动 5 位村民合伙注册了乡源
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进行林下养鸡和菌
菇、中草药种植，并号召其他村民加入。

没想到，这一号召，竟有80名村民积极
响应，以每人投资 1 万元的方式加入合作
社。“大家早就想好好干一场了，只不过以前
穷怕了，好不容易存点钱，担心失败了‘一
夜回到解放前’，都不敢迈出第一步。” 吴贻
国说，现在大家的干劲都起来了。

合作社养殖了6000只土鸡，种植了20多
亩中草药和 5 亩香菇。运营以来，效益不是
很理想，主要原因是去年遇到两场台风，菌
菇和土鸡损失不少。“但大家没有灰心，积累
了经验，准备今年再好好干一把。”吴贻国
说。

去年底，在上海经商的沈华平回乡注册
了众禾农业专业合作社，投资 160 多万元，
专业做菌菇。“再过几天，一吨多的香菇就可
以出货了，市场行情很好。”沈华平说，目
前，他已把工作重心从上海转移到了赤溪村。

一年来，从全国各地回赤溪村就业、创
业的乡贤、年轻人还有不少。据介绍，赤溪
村仅去年新注册的合作社就有 5 家，村里还
成立了赤溪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依托旅游公
司，赤溪村加强了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资源整合和项目运作，目前已争取到4.2亿元
政策性贷款和 7500 万元国家建设专项资金，
除加快旅游集散中心二期建设外，还确保稳
妥推进其他旅游项目，这些项目，为村民就
业创业拓宽了渠道和空间。

此外，赤溪村还通过搭平台、给政策，
鼓励引导大学生、退伍军人、在外青年等返
乡创业创新。目前赤溪村已建设了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工作站、青年农民创业就业指导
中心、农业技术服务队、农民文化学校、烹
饪协会等平台，村里还积极对接福建农林大
学派团驻村加强产业指导，开展特色种养、
导游服务、美食烹饪、农村电商等创业就业
技能培训，并扶持大学生创业点。

36岁的钟丽眉去年参加了与总书记的视
频连线。她说，村里像她一样在家的妇女有
七八百人，现在就业机会多了，妇女们有的
在村里的旅游公司上班，有的管理茶园、果
园，都有了各自的事业。“在赤溪村，人人都
有发展机会。”钟丽眉说。

对未来的新探索

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是闽东扶贫工作总
结出的重要经验。但什么才是赤溪村旅游的
特色和制胜之路，还需进一步探索。

“以往是全国人民‘扶’着走，现在，咱赤溪
村人想靠自己探索出一条新路子。”王纯华说。

目前，赤溪村扶贫展示馆、乡村大舞台
等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村里正组织人
员为展示馆搜集相关展陈资料。这里，将打
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性的扶贫教育基地。“其实
这两年，赤溪村的游客都是冲着‘扶贫第一
村’这个品牌来的。我们要展示给他们什
么？”王纯华说，今年，赤溪村的旅游打造重
点就是突出扶贫教育培训这个概念，“我们可
以把全国各地的扶贫相关内容都集中到这里
来展示，也可以打造一个平台，把全国贫困
地区的特色产品集中到这里展示、销售，还
可以请党校老师、村干部开课，讲讲扶贫故
事和经验。”

赤溪要打造好“中国扶贫第一村”文化
品牌，杜家住也有新想法：“我们还可以把当
时的农耕器具、生活用品展示出来，甚至复
建几座几十年前的茅草房，让游客实景体验
当年贫困的生活状态。此外，我们还有丰富
的畲族文化，民俗、美食资源都值得挖掘。”

一年来，赤溪村开拓思路，积极探索利
用良好的品牌优势，创新增加村集体收入、
带动发展思路，争取今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80

万元，确保有钱办事。王纯华介绍，今年村里
投资150万元，入股磻溪镇政府控股的溪口水
电站，占25%股份，年固定收益15万元；完成九
鲤电站宿舍楼改造装修，建设赤溪宾馆，委托
赤溪旅投公司经营，年固定收益10万元；整合
出租户外广告，年增收16万元；与天丰源茶业
合作，建设白茶体验馆、有机白茶园，年增收
20 万元；以村基础设施投入为资本，与万博
华、品品香茶业杜氏休闲山庄、乡源合作社等
公司进行合作，年分红24万元；村自来水厂收
益5万元；加快申报注册“中国扶贫第一村”公
共商标，通过无形资产有偿授权使用，力争年
增收10万元。

探索新路子的不只是村集体、村干部。
去年国庆节，原本在福鼎经营电子设备的钟
品灼，把产业全都委托给了朋友，回赤溪村
开了一家 300 平方米的超市。他想给家乡寻
找一款能代表赤溪村的品牌特产。钟品灼
说：“我想把超市打造成一个土特产驿站，搜
集有意义的特产。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数据
收集，发现哪种产品最适合赤溪村的旅游群
体，就往那个方向发展。”

几个月下来，钟品灼已投入 200 多万元。
他坦言，当前资金压力有点大，但一定会坚持，

“如果寻找成功了，赤溪村就有了拳头产品，带
动的将是全村人的发展。”

为鼓励村民给村庄发展出谋划策，赤溪村
今年将分批组织各类人员外出学习、参观、考
察，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新的观念，探索“自强
不息”的发展新路。 （本报福州电）

2016年 2月 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网演播室，通过视

频连线福建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畲族乡亲，叮嘱他

们要再接再厉，在现有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自

强不息，继续努力。

“自强不息”，成为一年来赤溪村发展的关键

词。赤溪村的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精气神更足，

创业更有动力了。“中国扶贫第一村”正按照总书记

的寄望和嘱托，在摆脱贫困之路上，精准发力、阔

步前进，朝着“中国自强第一村”迈进。

2月25日农历正月廿九，是福州十邑地区的民间传统节日“拗九节”，又称“孝顺节”。当地举办多种形式
的活动，宣传敬老爱亲的道德观念，弘扬中华孝道文化。

图为福州一家老药店的员工向市民免费赠送“拗九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报福州电（李珂） 从国务院批
准福州、厦门和泉州3个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至今已半年有余，福州VR产
业基地云计算中心和产业园智慧中心
已投入运营，马尾物联网产业孵化中
心 （一期） 奠基动工，17 个入驻企
业项目签约落地；厦门集成电路产业
基地完成投资60.5亿元，生物医药港
完成功能区规划布局；泉州芯谷前期
工作加快推进，智能装备产业园预计
新增产值5亿元……这些重大研发项
目的动建，为福厦泉国家自创区交出
半年考卷，添上了绚丽色彩。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厦泉
国家自创区建设，提出将其建成科技
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先行区、高端人
才与“双创”结合的重要平台、新产
业新业态集聚带，打造成引领福建省
创新发展的高地。半年来，福建以福
厦泉国家高新区为核心，全力构建全
域布局、一区多园、联动发展的发展
格局，取得较大进展。在自创区带动
下，漳州、莆田、三明、龙岩等地的

高新区发展提速，2016 年，全省国
家高新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65743 亿
元、同比增长 19.5%，工业增加值
1696亿元、同比增长2.1%。

福厦泉国家自创区基本建立了部
门和省市联动且高效有序的协同推进
工作机制。福建省政府和福厦泉3市
均成立了主要领导挂帅的自创区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明确了统
筹协调机制和组织框架，并把自创区
建设纳入 3 市政府年度绩效考核内
容。

去年8月，福建省出台《福厦泉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建 设 实 施 方
案》，为自创区建设列出详细的创新
发展清单，省市共同设立每年 12 亿
元的自创区建设专项资金。

同时，福建省科技厅牵头制订的
自创区发展规划纲要也通过省政府常
务会议审议，努力将其打造成福建科
技创新的“智慧谷”。

福厦泉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政策措
施，出台了各具特色、高含金量的创
新政策。

福厦泉3市是福建省最具经济实
力和创新活力的区域，产业差异化发
展明确，优势互补强。建设国家自创
区，将充分发挥福州省会城市科教人
才资源集聚和开放创新优势、厦门特
区良好市场化和开放创新优势、泉州
民营经济活跃和制造业基础雄厚优
势。

据悉，福建省将着力发挥自创区
“试验田”作用，进一步优化 3 市创
新资源配置，推动在更宽领域内多方
位、多层次地深化改革创新。此外，
福建省还将加强与科技部等国家部委
沟通，争取在福厦泉地区布局建设一
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福厦泉国家自创区获批半年

筑起福建创新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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