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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发展现代农业

原本只是急着处理牧场堆积如山的牛
粪，可没想到做着做着，竟成就了一番新
事业。从一个“养牛”的，变成“卖生
态”的，这背后有创业者蔡永建的坚持，
更有科技特派员的支持。

2005年，在专家的建议下，蔡永建创
办了享通生态农业公司，在距离南平市区
20多公里的夏道镇洋头村，开垦了第一块
生态蔬菜基地，开始尝试用牛粪制成生物
肥回田种蔬菜。可对于“生态农业”，老
蔡毕竟是门外汉，如何选址、如何种植都
需要专业的人来进行指导。于是公司成立
第二年，曹海青便被选派为享通公司的科
技特派员，连任至今。

在老曹的技术助力下，对于每块基
地，享通都制定了相当苛刻的管理与要
求：不仅要这之前拿到全部的土壤、水、
空气等检测指标，而且在种植上农民必须
按照公司的规定进行操作：施什么肥、用
什么药、怎么施、多少量、多少次，都要
编制成“农事记录”，每块基地按编号，
逐一建立追溯档案，最后所有基地还要录
入企业内部管理系统。

一开始，当地农民并不适应“你叫干
啥就做啥”的要求，依然按照老习惯、老
方法，想打药就打药、想下肥就下肥。一
方面，老曹深入基地，向农民推广生态种
植的新技术和新知识，指导农民施肥耕
种，另一方面，推动享通进行品牌塑造，
申请了“三品一标”（无公害认证、有机
认证、绿色认证、地理标识标准），还为
56 个蔬菜品种注册了“武夷一方田”品
牌，建立现代农业管理制度。

搭上现代农业管理制度这辆快车，

“生态牌”蔬菜的高价值迅速体现出来。
2017年，享通公司的蔬菜还成为了厦门金
砖会议的指定用菜。如今，在延平区南山
镇龙湾村，当地群众主动将全村2000多亩
耕地全部流转入享通公司基地；而洋头村
原本是当地以经营管道保温材料而闻名的
村，如今已有60多名在外经商的农民又重
返土地，当起享通公司的农业工人。据统
计，目前享通已在闽北各县市建立了31块
基地，自有面积达到6000亩，当地农民合
作社加盟了3—4万亩。

技术创新，打造特色产业

南平竹林资源丰富，素有“中国竹
乡”之称。依托于丰富的竹林资源，发展
起来的竹产品企业就有数百家之多。然
而，企业多，产量大，产值却不太高。为
什么呢？没啥“绝活”。建瓯明良食品公
司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位居全国鲜笋销量
前三的龙头食企之一，“量大产值低”一
直是公司的一大难题。

吴良如是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了一辈子的竹子。最爱吃笋的他
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让储藏数月之后
的鲜笋依旧保持原汁原味。

上世纪90年代，水煮笋及保鲜技术由
日本发明引入国内，煮熟后通过浸在酸液
中，可以长时间保存。但是，一方面这项
技术从此停滞不前，另一方面酸液处理法
会让鲜笋失去本身的味道。因此，闽北用
于春笋制作的毛竹单根收购价格在此后的
20 多年间不涨反降，“从每根 0.7—0.9 元，
降为 0.5—0.6 元。不是供大于求，而是技
术没发展。”

一个缺设备，一个缺技术，在南平科
技特派员制度下，老吴与建瓯明良食品公

司一拍即合。前者从竹笋生物性上进行研
究，后者则从装备工艺上提供试验。经过
多次磨合，2016年这套投资4000多万元的
国内首条鲜笋速冻生产线终于研制成功。

刚煮熟的鲜笋，经过一条生产线，打
包成一袋袋小包装；之后只需要十几秒，
就被速冻到零摄氏度以下。即便贮藏数
月，也无需加工、开袋即食，满嘴仍是数
月前刚挖出时又嫩又脆的原汁原味。

凭借这“一招鲜”，明良鲜笋一举占
领了日本大半市场，而且售价提高了至少
1/3。“一招鲜”还带出“一步先”：2017
年，老吴与明良继续合作研制从鲜笋的废
弃物中提取生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制成食物
添加剂——笋粉。这下，竹笋加工的下脚
料都能产生财富。技术的创新，不仅提高
了产品的附加值，让明良在企业竞争中

“独树一帜”，更直接带动了当地毛竹收购
价格的提升，增加了竹农收益。

搭建平台，建设美丽乡村

600 米长的瓜果长廊和防洪堤景观慢
道、400米的环村休闲步游道、300米的溪
沿木制观光护栏……远处山雾缭绕，近处
溪流潺潺，短短几年间，南平市浦城县富
岭镇双坑村就从原来典型的“不富、不
强、不稳、不和”的“四不”村成长为如
水墨画般的美丽村庄。而与双坑村一起成
长的，还有村第一支书徐云鹏。

1999年，在坚持“科特派”制度的同
时，南平市还率先实行委派市、县两级机
关 干 部 到 薄 弱 村 中 挂 职 “ 第 一 书 记 ”。
2015 年，通过选派，小徐成为双坑村“第
一书记”，便这样与双坑村结下了缘分。

刚到村里时，由于缺少农村工作经
验，小徐没少碰壁。“心太急，村情还没

理清呢，就急着开始干活了。”双坑村下
有 9 个自然村，村落分散、宗族不和，要
想谋发展，先得齐起心。经过挨家串户
走访，小徐终于摸清了在双坑开展工作的
小“门道”：多请教老书记陈美华，发挥
好老党员的作用。

村民心齐了，事情自然就好办了。在
老党员帮助下，小徐的“美丽乡村”计划
得到了全村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同。计划有
了，资金哪来？利用原先在市财政局工作
的优势，小徐积极为双坑申报了“5000亩
小流域整治”的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其中包括道路硬化、流域整治、污水
处理等内容，扶持资金更是高达 550 万
元，成为了双坑村历史上最大的项目。

绘文化壁画、投养景观鱼、通道路、
建栈桥……2017 年，双坑村顺利通过验
收，成为省级美丽乡村。村容美了，村民
也更有信心了，如今，小徐又通过与上级
部门的协调，争取到一个蔬菜大棚基地项
目，带动村民一起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观
光游。

据统计，截至2017年，南平市共为全
市 1630 个村下派 10 批 9483 人次科技特派
员，实现了村级全覆盖，共为 245 个建档
立卡的贫困村安排下派干部担任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以制度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源
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保障。

近年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积极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
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将地方戏曲、书法、绘
画等融入教学大纲，还在各校开设“中华传统文化
道德讲堂”，获得了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和一致认
可。图为礼嘉中心小学学生在朗读古诗。

苏晓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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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成员国媒体

北京论坛举行

传统文化热校园

村里来了科技特派员
——福建南平的科技助农样本

本报记者 赵 鹏 邵玉姿

郁郁葱葱的青山，涓涓细流的溪水，沿溪的木栈道上游人在驻足嬉笑，远处的生态大棚里农户正

在精心耕作……无论何时，走在闽北大地上，你都能深深地体会到这里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农

村科技特派员”（简称“科特派”）制度的首创地，近20年来，福建省南平市通过选派技术骨干和优

秀干部深入农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特色产业，积极带动农民转

型谋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鹏飞） 近日，由中国公共
外交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人民
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
京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融合创新，合作
共赢”为主题，吸引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巴基斯坦等 8 个国家 13 家媒体代表与北京市属
媒体主要负责人参会。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表示，上海
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互促互进，“上海
精神”与“丝路精神”交相辉映。举办 2018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是推动落实上海合作
组织、“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在媒体合作方面的务实
之举，是以媒体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积极努力。

围绕论坛主题，与会各方积极发言、深入交
流，既有各媒体实践的经验介绍，也有对媒体融合
创新的思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论坛上，中外媒体联合发表倡议，将在相互尊
重、自愿自主原则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合作共赢，
积极构建沟通机制，吸纳更多成员国媒体加入，携
手讲好成员国之间和平安宁、合作共赢、成果共
享、文明互鉴的发展故事。

公 告

房地产估价报告、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
公告送达明细

1.《房地产估价报告》：

东城区天坛南里东区2号楼1单元102号，承租人李文郁

（已故）；东城区天坛南里西区 9号楼 1单元 101号，承租人赵

淑琴

2.《催告书》：

天坛南里西区11楼2单元305号，承租人王佩英

3.《征收补偿决定》：

东城区天坛西里北区8楼17号，承租人王平立

公 告
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政府关于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东政发〔2017〕28号），东

城区人民政府对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

现因与征收范围内部分公房承租人和私房产权人至今无法取得联系，依

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

知》（京建法【2012】19号）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以下属于项目范

围内房屋的分户评估报告、情况说明、产权调换分户评估报告进行公告送达，

请以下私产房屋所有权人、公房承租人（明细附后）及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并

办理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领取事宜。若原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已故，请相

关权利人（包括私房产权人的全体合法继承人；有权申请变更为新承租人的

承租公房在册户籍人员）与我单位联系办理上述事宜。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情况说明、产权

调换分户评估报告视为送达。

地址：东城区安乐林路乙45号（地铁14号线景泰站B口西侧）

联系人：李长江

联系电话：010-67265156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18年3月27日

分户评估报告送达明细如下：

北京市东城区侯庄51号朱雅兰（已故）；琉璃井58号王亮（已故），桃杨路

三条22号11幢1层万世钢，郝耀，马跃斌；桃杨路三条26号李凤先，李家利，

冯旭，冯振忠；桃杨路三条31号原新芝；桃杨路二条15、17李振庭（已故）、李

振勤（已故）；桃杨路二条15、17号侯金凤、侯宝林；东城区桃杨路头条44号邓

淑山；东城区桃杨路头条44号邓富（已故）；东城区桃杨路头条44号邓金山；

东城区桃杨路头条44号邓宝山；东城区桃杨路头条44号邓淑珍；东城区琉璃

井北里 107号孙九生（已故）；郭庄头条 14号方庆明；郭庄头条 22号陈会朋；

郭庄二条 13号马殿勤（已故）；郭庄二条 14号刘素荣（已故）；郭庄二条 18号

李盛培；郭庄三条 16号 5幢一层冯玉清；安乐林路 59号白延长（已故）；琉璃

井北里63号金瑞林（已故），金瑞华，金凤兰（已故），金凤英（已故）；琉璃井北

里73号王建瑞（已故）；安乐林路63号院45号金重一；琉璃井南里52号杨俊

伟（已故）；琉璃井北里16号王秀芳（已故）；琉璃井北里20号孙可；琉璃井北

里 56号杜会臣；琉璃井北里 7号李蕴珍（已故）；杨家园胡同 24号李宝茹；安

乐林路15号姚翊；李村南里18号陈耀廷（已故）；李村南里29号张桂茹；李村

南里 29号张长青；李村南里 32号张子水，张子孝（已故）；桃杨路北里 5号王

秀亭（已故）；桃杨路北里甲8号石玉泉（已故）；桃杨路北里31号8号郭世清；

桃杨路北里1楼2层1号28，29郭俊环；

情况说明明细如下：

北京市东城区琉璃井路58号王亮（已故）；桃杨路三条22号11幢1层万

世钢，郝耀，马跃斌；桃杨路三条26号李凤先，李家利，冯旭，冯振忠；郭庄头

条14号方庆明；郭庄二条18号李盛培；琉璃井西里19号许德运；琉璃井南里

52号杨俊伟（已故）；琉璃井北里16号王秀芳（已故）；琉璃井北里20号孙可；

琉璃井北里56号杜会臣；琉璃井7北里号李蕴珍（已故）；杨家园胡同24号李

宝茹；桃杨路北里30号姚焕云；安乐林路15号姚翊；

产权调换分户评估报告送达明细如下：

北京市东城区侯庄 51 号 2-3 号朱雅兰（已故）；侯庄 4 号北京市运输公

司；侯庄4号龚秀珍；侯庄4号北京市运输公司；侯庄4号北京市运输公司；侯

庄4号北京市运输公司；侯庄4号北京市运输公司；民主东街13号院李秀琴；

侯庄 12 号院 3-10 王云峰；侯庄 12 号院 3-11 王冬梅；侯庄 12 号院 3-8 李福

林；郭庄头条 14号计玉香；郭庄头条 14号方庆明；郭庄头条 22号陈会朋；郭

庄头条22号王连芝；郭庄二条13号马殿勤（已故）；郭庄二条14号刘素荣（已

故）；郭庄二条18号李盛培；郭庄头条10号张和平；琉璃井西里19号许德运；

安乐林路 59号白延长（已故）；琉璃井南里 33号郭素珍；琉璃井南里 16号杨

成平；安乐林路63号院45号金重一；琉璃井南里52号杨俊伟（已故）；琉璃井

北里16号王秀芳；琉璃井北里20号孙可；琉璃井北里56号杜会臣;琉璃井北

里7号李蕴珍（已故）；安乐林路15号姚翊；安乐林路17号-8-9号张梅苓；杨

家园24号李宝茹；桃杨路北里30号姚焕云；桃杨路北里31号郭世清；桃杨路

北里 1 楼 2 层 1 号 28、29 号郭俊环；李村南里 32 号张子水、张子孝（已故）共

有；李村南里29号张桂茹；李村南里29号张长青；郭庄三条16号5幢一层冯

玉贵、冯玉清、赵桂珍、冯兢、冯玉林；琉璃井路144号张婷月；桃杨路三条26

号李凤先、李家利、冯旭、冯振忠；桃杨路二条 15、17号侯金凤、侯宝林；桃杨

路三条 26号王庆全；琉璃井路 114号刘艳民、刘燕祥、刘燕梅、刘艳妹、刘艳

娥、刘艳珠、刘燕茹平均共有；琉璃井路128号闫淑芳、闫俊卿；桃杨路头条44

号邓宝山；桃杨路头条44号邓淑珍；桃杨路北里15号5幢1层高天；桃杨路头

条44号邓淑山；桃杨路头条44号邓金山；桃杨路三条22号11幢1层万世钢、

郝耀、马跃斌；桃杨路头条44号邓富（已故）；琉璃井路148号刘树嘉、刘树栋、

刘树馨、刘树森、刘永春；琉璃井路138号杨素起、杨素洁、杨素花、杨素舫、张

学敏；琉璃井北里 57号种书卷；桃杨路北里 11号张慧森；桃杨路北里 5号王

秀亭（已故）；琉璃井路58号王亮（已故）；桃杨路二条15、17号李振庭（已故）、

李振勤（已故）；琉璃井北里 107号孙九生（已故）；李村南里 18号陈耀庭（已

故）；民主北街89号3号楼2层1-003张来有、张来生、张来冬；琉璃井北里73

号王建瑞（已故）；民主东街26号阮福厚（已故）、阮福隆（已故）；琉璃井北里

63号金瑞林（已故），金瑞华，金凤兰（已故），金凤英（已故）；民主北街30号杨

良云；桃杨路北里甲8号石玉泉（已故）；侯庄41号刘如恒。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0日发布了《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范围

内房屋征收的决定》，现因与征收范围内部分公房承租人

在送达房屋《房地产估价报告》《征收补偿决定》和《催告

书》过程中无法取得联系，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现对涉及下列房屋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征收补偿决定》

和《催告书》进行公告送达，请下列公房承租人（明细附后）

及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并办理领取相关文书事宜。若原

房屋承租人已故或承租人不确定的，请该被征收房屋户籍

在册人员与我单位办理上述事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张启东 郭虎

地址：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21号

电话：010-64047711-3043/311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