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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2日，正在福建考察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夷山市星村镇
燕子窠生态茶园，察看春茶长势，了解
当地茶产业发展情况。在茶园内，科
技特派员、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向
总书记汇报其团队推广的“高效生态茶
园建设方案”。新华社记者近日回访了
廖红，以下是她的自述与心声——

习近平总书记到来的时候，青翠
的茶树间开着金灿灿的油菜花。我向
总书记介绍，通过在茶树间套种大豆和
油菜，不仅可以给土壤补充肥力，还能
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茶叶品质，这是我
们独创的做法。总书记对此表示肯定，
嘱咐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听到近年来在我们科技特派员团
队指导下，茶园突出生态种植，带动了

茶农增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
他指出，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
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

我是2019年加入科技特派员队
伍的。这项制度发源于福建南平，是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大力推广的
一项工作机制。20多年来，他始终关
心着这支队伍。在科技特派员制度推
行2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广大科技特派员要秉持初

心，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中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家都
觉得使命在肩，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

在武夷山，当地农民特别想把茶种
好，但问题不少。有的茶农找到我们，
说自己种了多年茶叶，但怎么茶叶口感
一年不如一年。有的不光茶没种好，还
出现土壤酸化、水土流失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科技特派员

将“生态茶园”模式推广到武夷山许多
茶田。一开始农民们将信将疑：套种
大豆怎么能替代化肥，不用农药还能
防虫？随着部分示范田取得明显效
果，越来越多的农民从观望到尝试，再
到积极参与，尝到了科学种植的甜头。

最初我只是带着实验室的师生下
乡，去年我牵头组建了一支队伍，队伍
中有当地的科技特派员，有武夷学院
的师生，甚至还吸收了地方的“土专

家”“田秀才”。众人拾柴火焰高，现
在，学生们会跟着我进茶山做实验，

“土专家”会给农民“上课”。大家都
说，“科特派”真好，随叫随到。

总书记来之前，我们的生态茶园
只有两三千亩规模，现在已经超过了
两万亩。生态茶园给更多的茶农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应用新技术
后，茶叶甜了不少，以往茶青是“愁着
卖”，今年是别人上门“抢着收”！现在
去燕子窠，家家户户把我们当亲人。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将坚持把
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继续带着农民
干、帮着农民赚，让农业科技在泥土里
生根，让科技在田野里绽放力量。

（新华社福州6月6日电 记者吴
剑锋 周义）

“我们将坚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到福建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落实
总书记擘画的发展蓝图，福建人民接续
奋斗，在山海之间奏起壮丽新交响。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
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

走进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
俞邦村，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村
中千年古樟树下，新鲜出炉的烙粑散
发着艾草的香气；小吃街里，遍布着美
味可口的扁肉、拌面、蒸饺、炖汤……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沙县
考察时指出，沙县人走南闯北，把沙县
小吃打造成了富民特色产业。“乡村要
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

现在，这碗“国民美食”自闽中山
区出发，从小作坊到大工厂、从连锁经
营到走出国门，已发展为富农大产
业。2021年，沙县小吃年营业额达
500多亿元，辐射带动30万余人就
业。目前，俞邦村正大力挖掘“沙县小
吃第一村”品牌优势，突出产业融合，
延伸打造沙县小吃原材料特色种植基
地，提升小吃产业的附加效益。

一片茶叶，是闽北武夷山人世代
相传的手艺，也是当地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考察时叮嘱乡亲们，“要统筹
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
文章”。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说，茶产
业正大展作为。2021年8月，武夷山
启动全域生态茶园建设，至年底建设
规模4.5万亩；实现茶产业产值120亿
元，同比增长9.3%。

当前，福建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培
育。“十四五”期间，福建将建20个重点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100个农业产
业强镇、2000个“一村一品”专业村，塑
造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格局。针对革命
老区多的情况，福建做强做优长汀河田
鸡、建宁莲子等闽西特色农业品牌。

“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福州火车站，进出站口的防疫闸
机前，身份证一刷，身份核验、测量体
温、健康码数据读取几秒钟内自动完
成。这里所用的二维码解码芯片核心
技术，是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总书记2014年11月来考察时，
鼓励我们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
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
牢扭住占领国际市场。”公司首席执行
官王晶说，近8年来，公司加快数字化
创新脚步，如今业务遍及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当前，数字福建建设已融入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
2021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2.3万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47%；
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比例超80%，

“一趟不用跑”比例超90%；5G基站
实现县域地区全覆盖和95%以上乡

镇地区覆盖。
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

考察时，希望福建“在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蓬勃发展的
数字经济，是福建落实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2021年11月，福建提出做大
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
济、文旅经济“四篇文章”。今年一季
度，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
近50%，海洋生产总值稳居全国前列。

——发挥自贸试验区优势、用好
改革试验田，福建积极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紧抓制度创新，2021年福
建自贸试验区推出25项全国首创新
举措，当年新增外资企业289家，合同
外资29.74亿美元。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
促融”，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不断取得新进展。2021年，公布
225项在闽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
闽台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元。

——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福建鼓励企业紧抓《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机遇，拓展
“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新空间。今年一
季度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12.1%，其
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
额增长20.9%。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
实现更大突破”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
及人民。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三明市考察时强调：“现代化最重要
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
生活的基础。”

2021年10月，三明开始实施全
民健康管护体系完善工程、公立医疗
机构薪酬制度完善工程等“六大工
程”：全市公立医院医药总收入增幅控
制在9%以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
疗量占比达65%以上，群众个人卫生
支出占比、自付比例进一步下降……
今年2月，三明成为全国首个深化医
改经验推广基地。

奇秀武夷，碧水丹山。
“去年3月总书记来考察时谆谆

告诫我们‘武夷山有着无与伦比的生
态人文资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最重
要的还是保护好。’我们去年启动了智
慧管理平台升级完善、生物资源本底
调查等多个项目。”武夷山国家公园管
理局工作人员范志伟说。

作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森林覆盖率连续43年保持全国
首位，水土流失率降至7.5%，对南平
等5地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考察
时，鼓励大家：“要接续努力，让绿水青
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享生态之美，品文化之韵。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考察时强调，要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
有“里坊制度活化石”之誉的福州

三坊七巷，曾在习近平同志的保护下，
避免了被拆迁的命运。2021年3月，
总书记走进坊巷，再次叮嘱：“保护好
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
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2017年7月，厦门鼓浪屿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重要指示，“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利用”。2021年7月，总书记向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发出贺信指出，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
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在这届
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中国第56处世
界遗产。

目前，两座城市在保护与活化中
愈发光彩夺目。在厦门，通过在城市
格局、历史建筑和宅园、景观环境、社
区文化传统等不同层面开展遗产保护
工作，鼓浪屿回归“诗与远方”；在泉
州，当地设立“泉州世界遗产日”，提出
要活态传承中华海洋文明，建成世界
遗产保护典范之城，再造“涨海声中万
国商”的新繁荣。

（新华社福州6月6日电）

在山海间奏起壮丽新交响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福建篇

外交部：

美国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温馨）针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指责中
国搞“胁迫外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中国从来不搞什
么胁迫，也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搞胁迫。美国是“胁
迫外交”的始作俑者，“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
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属。

赵立坚说，中国文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中国外交的传统之一就是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在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遭到胁迫和侵害
时，中方采取的是合理合法反制，捍卫的是国家正
当权益，维护的是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从不以武
力威胁他国，从不搞军事同盟，从不输出意识形
态，从不跑到别人门口挑事，从不将手伸进别人家
里，中国也不主动打贸易战，不无端打压他国企
业，不搞霸凌制裁、长臂管辖。

赵立坚说，美国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胁
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
属。1971年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提出“胁迫外交”概
念，讲的就是美国对老挝、古巴、越南的政策。多年
来，从武力威胁到政治孤立，从经济制裁到技术封
锁，美国为实现一己私利，用实际行动向世界演绎了
什么是“胁迫外交”。中国网民有句话，想要了解什
么是“胁迫外交”，看看美国怎么做的就知道了。

“美方常说的‘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别国打交
道，实际就是谁力气大、胳膊粗谁说了算，这难道
不是‘胁迫外交’？美方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华为、
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东芝等公司，又逼迫台积电、
三星等企业交出芯片供应链数据，这难道不是‘胁
迫外交’？美方在俄乌冲突中逼迫各国选边站队，
动辄以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相威胁，这难道不是

‘胁迫外交’？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在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基础上签署安全合作协议，美国立刻跑到
南太岛国施压威逼阻止这些国家同中国正常合
作，这难道不是‘胁迫外交’？”赵立坚说。

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两岸景观（6月6日摄）。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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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2020～2021年度）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审结果公示

林士泉 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羊学裘 待君人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作炳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新珠江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国盛石油有限公司

海南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歌颂饲料有限公司

艾轶伦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汪剑波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 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梁生龙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景萍（女）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向 波 雅居乐地产集团海南公司总经理

翟会会（女）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建华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

刘明东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邢彬彬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海南国贸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中金鹰(海南)安保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海南富山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海南省桂林洋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昌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优秀企业家(10名)

备选优秀企业家(3名)

优秀企业（40家，按报名时间顺序排名） 备选优秀企业(4家)

东方傲立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华润置地（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海盛航运有限公司

海南奥特莱斯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稳步推进，全岛封关运作在

即，为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干事

创业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由海南省总工会指导，海

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

（2020～2021年度）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

活动于2022年3月29日～5月10日在企业自愿申报的

基础上，5月11日～5月26日通过初审、复审；再由相关

厅局领导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评审会于5月27日下午，在我会会议室如期召开。

因优秀企业家名额有限，为发挥更多企业家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做贡献的积极性，此届评选适当兼顾了入选

企业家所在企业的企业性质、所属行业、注册所在地以及

企业家本人性别。会上评委们一致通过，近五年已获评

海南省优秀企业家的，或者已被评为国家级优秀企业家

的，或者已被推荐为国家级优秀企业家候选人的，不再

参加本届优秀企业家评选。同时，入选优秀企业家和优

秀企业家提名奖的企业家所在单位不再参评优秀企业。

评委们严格按照评审标准、程序，本着公平、公正和

优中选优的原则，评选出优秀企业家10名，备选优秀企

业家3名；优秀企业40家，备选优秀企业4家。现将评

审结果公示如下，公示日期自2022年6月7日至13日

（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及时向评审办公

室反映。

电话：（0898）66538930 13158999508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第十一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表彰委员会

2022年6月7日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王雨萧）国家
税务总局6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
端午小长假期间（6月3日至5日），全国居民商品
消费平稳增长，部分居民服务业增长较快，住宿餐
饮业正在稳步恢复。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期间全国零售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5%。其中，百货、超市、便利
店等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5%；粮油、果
蔬、肉禽蛋奶等基本生活类消费同比增长28.4%。

此外，端午假期期间，居民服务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12.9%，其中，家政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日
用电器修理、家用电子产品修理销售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27.4%、12.3%、10%、4.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端午假期期间，餐饮
业销售收入整体恢复至上年同期的83.8%；住宿
业销售收入整体恢复至上年同期的9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端午假期商品消费升温

端午节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享受休闲时
光。图为6月5日长沙市滨江文化园文化广
场文旅集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