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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李想 文/
图） 10月 14日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重
阳节。12日 9时许，在省新镇省身村
家风家训馆，部分老人聚集在此共吃
长寿面，提前共度重阳佳节。

当天，记者来到家风家训馆，只见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而护厝内已经支起了炉灶，架上一
口大铁锅，案板上摆满了瘦肉、红菇、面
线、葱花、芹菜、葱头油等食材。

在“厨房”忙碌的，除了村里的志
愿者，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
范、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只见他
往锅里倒入清水，将火候调至最大，待
水沸腾后，放入瘦肉，撇去浮沫，加入
红菇、面线……不一会儿，一锅热腾腾
的长寿面就完成了。

关掉火，吴金笔拿来筷子捞出长
寿面，装进碗里，加上两个剥了壳的
土鸡蛋，撒上葱花、芹菜，端到老人们
面前。“大伙儿尝尝，这碗长寿面是我
们的一点心意，祝你们身体健康，长
命百岁！”吴金笔笑着陪老人们吃起
了长寿面。

“好吃！这长寿面不油腻，咸度适
中，吃起来很清爽，很合我们老年人的
胃口。”今年 101岁高龄的老人郑忠车

捧着长寿面，“吱溜”一声吃了一大口。
“只要我有空，就会在家里下厨，今

年重阳节快到了，我就想了点新花样，自
己动手给老人们煮一碗长寿面。”吴金笔

告诉记者，重阳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敬
老爱亲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煮一碗
平凡的长寿面，就是想告诉大家在经济
条件变好的同时，也要不忘孝道，不忘老

一辈人为村里发展的付出。
一碗长寿面，一份敬老情。记者

了解到，当天，省身村还为村中70岁以
上老人发放了红包等慰问品。

暖心！南安这位村党委书记为老人煮长寿面

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张
雅媚 文/图）9日—11日，南安市龙腾峡
生态旅游度假区漂流项目投入试运营。

当天，在“试漂”现场，有不少游客
慕名前来打卡。“太刺激了，一路欣赏
沿途的山清水秀，还能吹着山风，很清
爽，下次会推荐朋友过来。”体验完漂
流，游客梁先生点赞道。

记者了解到，龙腾峡生态旅游度假
区漂流项目全程 4.8公里，落差约 120
米，有天然高山峡谷河道漂流，也有极速
玻璃水滑漂流，双重体验，惊险刺激。该
漂流位于南安最高峰——云顶山下游，
项目聘请著称“中国漂流之乡”——广东
清远市长期从事河道设计的技术员精心
设计打造；玻璃水滑漂流由国内长期从
事玻璃水滑漂流设计施工为一体的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来设计施工。

“2020年12月公司开始启动第一
期龙潭文化园、河道漂流、玻璃漂流、
花海、恐龙园、民宿、安南同边区翔山
革命史展、百亩台湾水果采摘园、千株
樱花观赏园等项目建设。目前，公司
启动了河道漂流、玻璃漂流项目，其他

项目将分别于今年年底和明年 5月 1
日前全部投入运营。”龙腾峡生态旅游
度假区负责人告诉记者，龙腾峡生态
旅游度假区将充分把握各级大好政策
的有利机遇，立足实际，全力打造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项目将
建成集生态观光、休闲旅游、野炊烧
烤、运动健身为一体的天然氧吧，为游

客休闲提供好去处。
据了解，南安市龙腾峡生态旅游

度假区是 2018年年底翔云镇人民政
府招商选资项目之一。项目规划范围
以翔山村为主，云山村、福庭村为辅，
用地面积约3000亩（以实际测绘面积
为准），项目建设周期 2019年—2030
年，项目总投资约3.1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柯琳琳 文/图） 昨日，在翔云镇第五
季农场，农场负责人卓炳连正穿梭在
果林间，将已经熟透的黄晶果从树上
摘下。经过 5年的精心培育，农场的
100多亩黄晶果终于喜获丰收。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翔云镇翔安
村的第五季农场，漫山遍野的黄晶果
树上硕果累累，拆开保护套，黄澄澄的
果实挂满枝头，小的如橙子，大的如香
瓜，一个个果皮光滑，色泽诱人。

据了解，黄晶果又名雅美果、黄金
果、加蜜蛋黄果，成熟后的果肉如胶质
般透明，食用时用刀切成两半，用勺子
便可挖着吃，果实芳香清甜，吸引了不
少人前来购买。

“我们一听说第五季农场有种植
这个新品种，就想着过来试看看，第一
口吃下去很甜，有芒果和榴莲的味道，
像在吃果冻。”采摘现场，游客郭女士
已经迫不及待地品尝了起来。

卓炳连向记者介绍，农场种植黄
晶果，源于一次台湾之行。“此前，在一
次闽台交流活动中，我在台湾看到了
黄晶果这个稀奇的水果。我试了一

下，发觉它的口感十分奇特，就像天然
果冻。”因此，他觉得黄晶果在大陆应
该会很有市场，便开始引进种植。

“农场从 2016 年开始种植黄晶
果，一共种了700多棵，去年小部分挂
果，一棵产量10多斤，还不是很多，今
年一棵有二三十斤产量，算是丰收

了。”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培育之路
并非易事，经过5年的精心培育，黄晶
果终于喜获丰收。

黄晶果成功试种并获得丰收，这
让卓炳连信心满满。“现在都供不应
求，明年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增加300
亩种植面积。”

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
讯员 黄哲钦 文/图） 10日下
午，霞美光伏基地阳光路周边
一垃圾堆放点突发火情，幸亏
民警与消防员及时将大火扑
灭，避免了火势蔓延。

“不好，霞美光伏基地附近
一处垃圾堆放点着火了……”
10 日 16 时 30 分，霞美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接警后，值班
民警立即带领辅警迅速前往火
灾现场处置。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火
势已经偏大，即将蔓延到周边
的数座厂房，大量的浓烟如果
灌入厂房内容易造成人员窒
息，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民警傅青竹立即带
领有消防队服役经验的辅警
林火金、陈万源前往着火点进
行扑救，3人分工与同样赶到
现场的消防员通力合作，一边
扑火，一边开展人员疏散工
作。经过 30多分钟的奋力扑
救和默契“作战”，大火终于被
扑灭，避免了人员伤亡和人民
财产的损失。

民警提醒：进入秋季，天
干物燥，个别群众习惯将树
叶、杂草、纸屑等垃圾清扫聚
堆后就地点燃，这种习惯要
杜绝；同时，烟民朋友在吸烟
后，也要确定烟头完全熄灭
后再丢弃，防止留下火种造
成火灾，群众如发现焚烧垃
圾行为应及时提醒，如若发
现有起火现象，应立即报警
处置。

5年精心培育 翔云第五季农场黄晶果喜获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洪彩燕 记者 赖香珠）“一、
二、三，推……”近日，在英都镇英东村，随着众人合
力吆喝声和挖掘机阵阵轰鸣声，最后一面土墙轰
然倒地，英东村最后一座公厕旱厕顺利拆除。

今年初以来，为提升人居环境，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英东村大力开展农村露天旱厕清
零专项行动。在全村村民的支持配合下，英东
村组织工作人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经过短
短一个月的努力，将全村范围内的房前屋后、老
宅、路边空地的旱厕全部拆除。

据悉，本次旱厕清零专项活动共填埋露天旱
厕328座。拆除填埋后的场地将用于道路拓展、停
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此外，结合各村民实
际需求，英东村目前已搭建6座简易的卫生厕所，
帮助贫困户、五保户解决“用厕难”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陈海波）
11日，丰州镇综合执法队联合镇环保站、安办、
执法中队、市监督管理所等多个部门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散乱污”企业、加工点整治行动，强力
推进行业综合整治工作，关闭取缔一批产能落
后、污染较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工艺品企业。

“这些企业均存在环境污染和生产安全隐
患的问题，群众反映也较为强烈，8日镇环保站
就牵头展开辖区内‘散乱污’企业、加工点的排
查摸底，为后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专项整治
做好全面准备。”丰州镇环保站负责人介绍，此
次行动共对12家企业实施强制断电。

垃圾堆放点突发火情

民警与消防员携手灭火
♦重阳节来临之际，金淘镇侨联拜访慰问

印尼老归侨、老侨联工作者、侨界老前辈，向老
人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陈雨佳）
♦11 日，英都镇老年人协会、英都镇扶贫

助困协会联合泉州恒板建材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爱满重阳节，情暖老人心”慰问活动，本次活动
慰问对象为英都镇300多名90岁以上老年人，
活动经费由泉州恒板建材有限公司赞助。

（记者 赖香珠 通讯员 黄小燕）
♦11日，英都镇组织对各个村开展秋季动

物疫病防控自查工作。自查中，该镇针对辖区
内应免畜禽的免疫情况、散养禽类的免疫情况、
已免畜禽免疫卡发放情况进行检查。

（通讯员 杨君瑜 记者 赖香珠）
♦日前，诗山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当天共有干部群众、志愿者376人成功献血，献
血量达119900ml。

（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张珑珑）

英都英东村旱厕清零

丰州开展整治行动

对12家“散乱污”企业强制断电

新闻集装箱

吴金笔为老人们送上刚出锅的面线。

龙腾峡生态旅游度假区漂流项目“试漂”

（上接1版）
对南安市建筑施工企业承建的南安市工程

项目荣获国家级（“詹天佑奖”“鲁班奖”“李春奖”
“大禹奖”）、省级（“闽江杯”）的，在满足合同有关
工程质量约定的前提下，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
20万元；对南安市建筑施工企业承建的南安市行
政区域外工程项目荣获国家级（同上）的，在满足
合同有关工程质量约定的前提下，给予奖励20万
元；对南安市建筑施工企业承建的南安市项目荣
获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的，给予奖励10
万元；两个及以上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中标的，
视为一个承包单位，不重复奖励；项目仅以获得
的最高奖项为准，不重复奖励。

企业编撰技术标准
或给予奖励4万元

在金融支持上，《意见》指出，鼓励在南安市
登记注册的各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
业在授信额度、质押融资、贷款发放、保函业务
等方面给予支持。支持建筑企业以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在建工程项目和应收账款等作为抵
质押物为银行融资贷款提供担保。

同时，支持本地企业承接业务，参与南安市
重大投资类、大型基础设施、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的投资、建设。鼓励市属国有集团成立注册地
在南安市的全资建筑设计、施工企业或控股、参
股南安市建筑设计、施工企业，形成产业链条。
建设单位具备相应资质的，其全资、控股或占主
导地位的建设项目可自行组织设计、施工。

鼓励战略协同合作。鼓励建设单位与南安
市的建筑施工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鼓励非
南安市大型建筑施工企业与南安市企业以联合
体形式参与投标，引导南安市建筑业企业参与
高技术、高难度项目建设。

鼓励企业编撰技术标准。南安市建筑企业
主编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或工程建设行业标准
的，给予奖励4万元；主编省级工程建设地方标
准，或参编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或参编工程建设
行业标准，或第一主编住建系统国家级工程建
设工法的，给予奖励2万元。

南安市建筑企业第一主编住建系统省级工
程建设工法，或参编省级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或
获得国家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包括建筑业
十项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科技示范工程或绿
色施工示范工程）的，给予奖励1.5万元。

卓炳连正在展示成熟的黄晶果。

灭火现场。

龙腾峡生态旅游度假区漂流项目“试漂”现场。

地址：南安市美林街道江北大道广播电视中心大楼14层海丝商报全媒体运营中心

广告刊登热线：0595-26531028

收费
标准

•方块类：规格6cmX4cm；
•声明类：300元/次（如营业执照声明、组织机构代码证声明、开户许可证声明、税务登
记证声明、房产证声明等）；
•公告类：480元/次（如清算公告、转让公告、招租公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