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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启动
“爱鸟周”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多为线上互动

我市召开文化和旅游工作视频会议

本报讯

24日，全市文化和
旅游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副市
长朱仁秀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关于文旅工作的指示批
示精神，总结回顾了 20
19年文
化和旅游工作，安排部署今年文
旅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今 年我们经历
新冠肺炎“大战”和“大考”，这
对我市文旅产业发展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制定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措施，适应市场变化，抢抓市场
先机，加速疫后旅游市场的恢
复；要着力发挥武夷山双世遗
的龙头示范带动作用，围绕抓
核心圈、辅助圈、拓展圈产品布

局，持续提升旅游规划布局；要
围绕资源现状和产业短板，强
化招商引资，加快落地一批诸
如文创市集、美食综合体、文化
特色街、民宿产品、研学基地等
符合市场需求、契合游客需要
的优质项目，打造精品文旅业
态；要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探索
创新型景区运营管理，加大改
革力度，优化现有体制机制，不
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
宣传营销和提升服务水平，精
心筹备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等活动，主
动借力造势，扩大文旅品牌影
响，以着力做好文旅融合大文
章，更好实现我市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鸟类、
爱护鸟类，2
5日，我市启动为期一周的
“爱鸟周”主题宣传活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爱
鸟周’宣传由往年更多举办线下活动转
为线上活动。”南平市林业局副局长叶永
青介绍，
“特别是结合了教育宣传和疫情

防控重点工作，以‘拒食野味，从我做起’ 地实际情况，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为主题，在线上开展了南平市野生动物 活动。今年“爱鸟周”期间，我市将围绕
保护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爱鸟护鸟你我同
据悉，
“爱鸟周”源于 198
1年，是我国 行”
“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命共同体”
为保护鸟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而开展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的一项宣传教育活动，每年 3月份最后一 野生动物陋习”
“禁止买卖象牙、犀牛角、
周是福建省“爱鸟周”，全省各地结合当 虎骨、红豆杉等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

三月春光好，田间栽种忙。
3月 18日，位于建阳区潭城街道溪源村的大棚里，三
三两两的村民正忙着无土栽培育苗。只见村民将水果黄
瓜种子平放在育苗穴盘中，之后在穴盘上撒少许基质，用
手掌心抹平盖种，
最后把穴盘移入育苗棚……
“水培水果黄瓜全年基本上可以种植 5至 6批，产量
很可观，大概亩产预计可达一万斤。”南平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忠辉到现场指导。
“水果黄瓜结果期为
一个月，
等第一批结果，
第二批的苗也已经育好。
”
刘忠辉介绍，无土栽培能达到节水、环保、高产的目
的。发展无土栽培，省时省工、易于管理，避免土壤连作
障碍，扩大了栽培面积，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
而这，正是溪源村利用无土栽培技术发展休闲农业
的原因。
“既生态又环保，很贴近我们村休闲农业发展的需
求，助力乡村振兴。
”
溪源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王昌华说，
“为了吸引游客，带火乡村游，
我们一直在努力，
无土栽培
项目是我们的新创意和新尝试。”

（吴建琼）

全市体育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

抓细第十七届省运会备战工作，
全面展示我市体育事业发展成
果。要明确职责任务、加强责任
意识，提前预演，以赛代练，办好
第四届市运会，为省运会筹办备
战打实打牢工作基础。要丰实
体育资源，加强创建工作力度，
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活跃群
众体育生活，推动公共体育设施
建设，开展各类赛事活动，形成
全社会全民健身热潮。要推动
“体育+”多元融合，围绕体育项
目建设，推动体育产业政策落
地、提高竞赛表演业运营水平、
丰富体育消费业态，
不断促进体
育产业提质增效，
实现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

（蒋雪娇）

无土栽培带活“一池春水”
3月19日，邵武市卫闽镇谢坊村农户黄松嵩（右），正跟技术员学习猕猴桃种植技术。
卫闽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依托华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发展
猕猴桃种植业。目前已在外石村和谢坊村移栽东红、金艳、徐香等猕猴桃260亩，种苗10000余株，
成为村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致富果”。
（余晓勤 肖琳 摄）

建瓯：退休党员捐款5000元
本报讯

近日，建瓯退休党
员马永基收到一张印有中共中
央组织部红色印章的“捐款收
据”
。
马永基是建瓯市卫健局退
管站党支部书记、劳模协会卫健

3月19日，建瓯市水源乡桃
源村农民吴永良（左一）在观察
准备移栽的玉米苗。
水源乡桃源村农户采用塑
料泡沫盘育玉米苗，有利于幼苗
移栽后返青，还可缩短育苗时
间，15天左右即可培育一批根
健、茎粗、叶宽的玉米苗。
去年，吴永良种植的7亩玉
米，成活率高，生长均匀，长势良
好，亩产量在1000公斤左右。
（魏永青 摄）

分会秘书长。疫情发生后，他积
极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在退管站
支部捐款 10
0元的同时，还将平
日里省吃俭用的 50
00元捐献党
组织。

（林益清）

奋力开创新时代政协事业新局面
为富美新南平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上接第1版）各级政协组织要
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
我市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
黄健平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在
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市委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上明要求、抓落
实，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的履职实践，转化
为促进工作提质增效的有力举
措。要在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上
讲政治、顾大局，确保政协各项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
进，在新时代富美新南平建设中
展现政协的新担当新作为。要
在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上抓
重点、提质效，把开展协商作为
主业主责，丰富协商形式、提升
协商实效。要在广泛凝聚共识
上强引领、聚合力，把握好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这
一中心环节，在坚持做好政治协

遗
失
声
明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的
同时，把凝聚共识作为政协的重
要职能。要在强化委员责任担
当上展作为、树形象，着力提升
委员政治素质，着力强化委员担
当作为，着力完善委员服务管
理。要在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
效上出实招、求实效，树立鲜明
的质量导向，创新工作品牌、注
重制度保障、推进机关建设，奋
力谱写新时代我市政协事业发
展新篇章，
为加快新时代富美新
南平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以视频形 式召开，市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
检察长，住南平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等出席
会议。市民政局、农工党市委
会、延平区政协负责人作了发
言。

（本报记者 卢国华）

●建瓯市徐墩镇岭头村第 2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林权证壹本，证号：
瓯政林证字（2007
）第 043670号，现声明作废。
●曾月英，1995年 7月毕业于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教育
专业，不慎遗失毕业证壹本，证书编号：930455，现声明作废。
●卞燕芳，不慎遗失福建闽北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书壹本，
证书号：
（2
015
）60
06Q00463，现声明作废。

（吴建琼 朱维毅）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精心筹备省运会
24日，全市体育工
作视频会议召开，
会议回顾总结
去年工作，
安排部署今年体育工
作任务。副市长朱仁秀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去年全市体育事
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新的一
年要努力推动全市群众体育、竞
技体育、体育产业全面均衡发
展。要全力冲刺，
压紧压实工作
责任、抓紧抓实场馆建设，绷紧
安全这根弦，加大督促检查力
度，定期通报建设进度，强力攻
坚第十七届省运会筹办工作，
切
实把第十七届省运会办成富有
特色、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要
强基固本，完善项目布局、落实
政策保障、夯实业训基础，抓实

品”
“ 科学防控野猪非洲猪瘟、野鸟禽流
感等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等主题内容开
展宣传教育，大力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增强滥食野生动
物健康风险意识，提升全民保护野生动
植物和公共卫生安全防范意识。

目前，溪源村的无土栽培项目有 1
0个大棚，占地面
积约 8亩左右，主要品种为水培水果黄瓜，该品种黄瓜成
熟后可以现采现吃，
增加旅游体验。
溪源村是一座拥有 1
20
0年历史的古老村落，位于建
阳城区西南部 9公里处，村中至今仍保留多处清代古民
居建筑，老街、古井、旧巷、探花亭、吕氏宗祠、三生树、天
然松树林等景点，是远近闻名的旅游生态村，于 201
8年
12月获评国家 3A级景区称号。
在打造休闲农业过程中，
溪源村不断丰富该村的果蔬
品种，除了水果黄瓜之外，村里还种植了黄金百香果、草
莓、皇帝蕉等。多元化的品种，让村里每一个季节都有果
蔬采摘，
让游客能品尝到新奇特水果，
让村民实现增收。
这段时间，
潭城街道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全力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
“溪源村是省乡村振兴试点村，今年，
我
们将充分发挥溪源村城郊村的优势，通过发展百个大棚
特色蔬菜果品的种植项目，探索以农耕文化为魂、美丽田
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创新创造为径的休闲农业发展新
路，通过试点村辐射全街道，努力把更多的乡村美景变成
‘钱景’，带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建阳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潭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郑林山说。 ☉

邓雪 黄巍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
延平茫荡镇：
自觉维护人居环境
本报讯

连日来，延平区茫荡镇广泛发动
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品质提
升行动，
引导广大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
“当前我们要求全镇 19个行政村不间断开
展保洁工作，结合疫情工作，鼓励村民开展‘门
前清’，指导群众处置废弃口罩科学规范化，对
垃圾堆放处、公厕等病媒生物密度高的场所进
行消毒，
切实做到村村美、户户净。
”
茫荡镇镇长
白硕平说。
茫荡镇在疫情防控期间，有 1
56名党员投
入到人居环境整治中，同时在各村配置废弃口
罩专用容器，由有关部门统一处置。
“最近我很注意门前和周边的卫生，
把门前
的垃圾清理了，废弃口罩定点投掷了，对自己和

●母亲陆爱爱，父亲张富祥，家住建瓯市水源乡吴墩村钱溪下巷
18号，
于 2015年 11月 1日分娩一女婴，
不慎遗失女儿出生证壹本，
证号：
P350178265
，现声明作废。
●延平区塔前镇虎山村卫生所，不慎遗失在福建南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塔前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壹份，核
准号：J
401
000
152
620
2，账号：90
502
180
100
100
000
056
56，
现声明作废。

村里人都好。”
岩头村陈仁金说。
在岩头新村，茫荡镇村党员干部、志愿者手
持铁锹锄头，清除杂草淤泥，整治废弃搭盖，按
照任务分工，大家干劲十足。
“以前村里人看到门前的垃圾，觉得不关自
己 的 事 。 现 在 只 要 看 到 了,
都会主动去捡干
净。”
岩头村党支部书记曹秋兴说。
初步统计，
茫荡镇在全镇农村范围内，共清
理垃圾 1
0余吨，清理水沟 38个，
参与环境整治、
卫生保洁 8
00多人次。
镇长白硕平表示，茫荡镇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相结合，
下一步将坚
持从实际出发，多措并举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美
丽再升级”
行动。

（郑诗）

3月24日，在光泽县贮木场小区内，执法人员正在拆除
违章建筑。今年伊始，光泽县启动了“两违”综合治理暨
“2020年春季攻坚战”，集中力量化解一批“两违”积案，严控
新增“两违”，统筹做好各项专项清理整治。
（张爱英 宋曦 摄）

●叶容,
不慎遗失南平万达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两 张,
房号 32-110,
开票时间：2018年 7月 31日,
发票号码：00494560,
金额:
人民币(
大写)
玖拾玖万元整(
￥990
000
）;
发票号码：00494561,
金额:
人民币(
大写)
柒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整(
￥73750)
,
现声明作废。
●母亲：邱蔚华，父亲：梁相学，不慎遗失其儿子出生证壹本，出生
证编号：I
350107709
，现声明作废。

●延平区夏道镇鸠上村卫生所，不慎遗失在南平农商银行股份
有 限公司夏道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壹份，核准号：
J
40
100
015
334
01，
账号：
9
050
216
010
010
000
016
015
，现声明作废。
●邵武市成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4.
0厘米、圆形、铜质公
章壹枚，内书：邵武市成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编号：35
078
10001367，现
声明作废。

中国福利彩票
“3
0选7
（七乐彩）”
开奖公告
旺站地址：
漳州
第2
0
2
0
0
1
6期2
0
2
0年3月2
5日开奖
热烈祝贺漳州市福彩 35060899 投注站中出双色 市南靖县兰陵路1-2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全国 福建 每注 中奖分布
号（金谷大厦）
球 1 注 1000 万元超值一等奖，
总奖金达 1035 万元！
奖等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奖额（元）
19092825181217

中国福利彩票

好运爆棚！漳州中出1035万元双色球巨奖

3月 24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第 202
00
15期开奖。当期双
色球开出 1注超值一等奖，单注奖金
高达 100
0万元，这注千万巨奖幸运
花落福建，
被漳州彩民斩获！这也是
福建福彩复市后中出的第一个双色
球巨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8
、
09
、
22
、
2
4
、
30
、
33
，
蓝球号码为 01
。
据悉，巨奖出自漳州市南靖县
兰陵路 1
-2号 (
金 谷 大 厦)
的福彩

35
06
089
9彩站，中奖彩票是一张“7+ 东 海 镇 蔡 厝 村 停 靠 站 附 近 的 福 彩
2”复式票，击中当期全部开奖号码， 35
04
090
3彩 站 ，中 奖 彩 票 是 一 张
中得 1注 1
00
0万元一等奖、1注 33
.
7“1
1+2”复式票，中得 2注二等奖及若
万元二等奖以及若干固定奖，奖金 干固定奖，奖金总计 6
7万余元。计
总计 103
5万余元。
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7
.
12亿元。
此外，当期二等奖开出 6
0注，单
仅花费 28元就收获了 10
35万
注奖金为 3
3万余元，其中福建揽获 元的巨奖，漳州这位幸运彩民突如
6注，分别是莆田 3注、泉州 2注、漳 其 来 的 获 奖 惊 喜 是 否 让 您 心 动 了
州 1注。据悉，莆田这 3注中有 2注 呢？心动之余还是要提醒各位彩民
为一人独中，大奖出自莆田城厢区 朋友要理性购彩哦！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6+1）开奖公告
第2020016期2020年3月25日开奖

基本号码：140721生肖码：狗

中奖情况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每注奖金 七省市总销量：
注数 （元） 571662元。奖
0
池资金累积
89794510元 ，
0
4 10000 滚入下期一等
奖。福彩 6+1
97 500 第 2020017期
8日开
1290 50 于3月2
奖。
15603 5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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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开奖公告
第2020036期2020年3月25日开奖

中奖号码： 740

本期本省销售金额为520080元，中奖金额为172419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开奖公告
第2020036期2020年3月25日开奖
中奖号码 03 05 04 08 13
总销量：
中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六779省702元。奖池资
奖 特别奖 0
累 积 5596181
情 一等奖 48 5327 金元，滚入下期特别
况
奖 。“15选 5”第
20037期于 3月
二等奖 7396
10 2206日开奖。

一等奖

中 二等奖
奖
情 三等奖
况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0 1845183 一等奖:/
2 9559 二等奖:泉州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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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福州13注，
厦门1注，宁德5注，
莆田3注，泉州17注，
漳州5注，龙岩2注。

全国总销量：
8064686 元 。
奖池资金累积0
元。中国福利
彩 票“30选 7
（七乐彩）”第
2020017期于3
月27日开奖。

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0
2
0年 3月 2
5日

福彩各种玩法开奖时间：
全国联销双色球二、四、日开奖

全国联销 3
0选 7
（七乐彩）一、三、五开奖
全国联销 3
D
天天开奖
中国福利彩票 6
+
1生肖游戏一、三、六开奖
福彩 1
5选 5天天开奖

（开奖结果以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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