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琪娜）天地春晖近，莆阳万
象新。1月17日上午，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的“莆阳开春，开
河、开街、开村”活动启动仪式在涵江区白塘湖公园玉兔广
场举行。

市委书记付朝阳宣布“莆阳开春，开河、开街、开村”活
动正式启动。市长林旭阳致辞。省住建厅副厅长王明炫、
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张立峰、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姚
文辉、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郭武，市领导苏永革、沈萌芽、季
翔峰、袁素玲、陈惠黔、高宇、吴健明、朱正扬，各级各部门负
责人，部分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线劳模工匠、企业家
代表等社会各界群众共同参加启动仪式。

林旭阳在致辞时说，“莆阳开春，开河、开街、开村”活动
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
重要理念的具体举措，我们通过植入业态，激活价值，策划
生成了一批景观“引爆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壶
山兰水画卷之美、感受穿梭千年悠悠古韵、体验岁月静好田
园生活，尽享“诗和远方”的惬意。下一步，我们将以“莆阳
开春”活动为切入点，联动发展1号滨海风景带，创建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方位推进
绿色高质量发展。

仪式上，付朝阳、林旭阳、王明炫、张立峰、姚文辉、郭武、
苏永革、沈萌芽共同为“这就是莆田”文旅服务平台上线试运
行启幕，并一同鸣锣开启“莆阳开春，开河、开街、开村”活动。

仪式后，与会领导嘉宾还实地察看水上巴士“开河”，东
阳村、北大村、洋尾村、双福村“开村”情况。

活动当天，绿心十里河道水清河畅、荔林葱郁、白鹭翔
空。由北大村至白塘湖、东阳村的“水上巴士”游览观光航
线已打通，成为穿越绿心的“金钥匙”，为群众带来“开春纳
福、开河见景”的游河新体验。

沿河的“进士村”东阳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洋尾村、千年

建村史的双福村、亲子研学“青春”的北大村、诗情画意“浪漫”
的吴江村纷纷“开村迎客”，处处锣鼓喧天、喜庆热闹。历经修
缮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也“开街有声”，重塑古街古韵。

群众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满意微笑，沉浸在欢乐的节

日氛围中。大型“福兔”、画舫游船、美食集市、郊野露营、皮
划艇赛事……各式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大家品非遗美食、赏
威风车鼓、观人文古迹，亲身体验一场穿越历史古今、民俗风
情的文化之旅，在荔林水乡的和谐生态长卷里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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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莆田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

政府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2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木兰溪综合治
理为总抓手，全面发力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
层治理、民生保障、港口崛起“五篇文章”，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这一年，我们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理
木兰溪的重要理念和保护好湄洲岛的重要嘱
托，木兰溪流域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支持
我市践行木兰溪治理理念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
先行市，木兰溪样本再谱新华章；湄洲岛入选国
家级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获评全国水系连通
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优秀等次，绿色低碳发
展案例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向全球展现

湄洲岛生态之美。
这一年，我们坚定发展实体经济，俯下身子

抓产业、一心一意谋发展，四套班子领导挂帅
12条重点产业链，高规格配置、高站位谋划、高
层次嫁接，“链”动产业发展；充分激活数据要素
价值，“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试点列入
《2022年数字福建工作要点》，大数据指挥调度
平台建成投用，190个核心业务全面融入，212
个场景全面应用，“数”推产业转型，上榜 2022
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

这一年，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注重方言
保护、文脉传承，莆仙戏《踏伞行》代表福建参
赛，为我省时隔 15年，再次斩获中国舞台艺术
最高奖——文华奖，千年遗响再添美誉；兴化府

历史文化街区实现开街，各界纷纷点赞，千年古
街再启繁华；第七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五洲同
聚，千年信俗再增璀璨。

这一年，我们坚定人民立场，创新实施“党
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经验做法首获国务院
大督查通报表扬和全国社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
推广；开通运营“水上巴士”，游客林间泛舟、绿
心赏景，荔林葱郁、白鹭翔空成为家门口的“诗
和远方”；投资百亿实施民生三个“十大工程”，
惠民红包更暖人心。

这一年，我们坚定抗疫自信，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开发大数据云平台，创新全流程
以快制疫、重点人群双闭环管理机制，因时因势
优化调整防控措施，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和

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有效遏制社会面传播，
指挥更加从容、措施更加精准、处置更加高效，以
最快速度、最小代价创造“莆田经验”。广大市民
秉承妈祖大爱精神，用宽容之心、理解之情、守望
之举，给了我们抗疫的最大底气和动力，党员干
部、医护人员、公安干警、镇村干群、志愿人员，不
畏艰辛、勇毅坚守，用无私奉献诠释“莆田温
情”。在各地抗疫的关键时期，12批次1917名医
护人员出征驰援，不负重托，用医者仁心展现“莆
田担当”。疫情面前，每个人都不容易！在此，向
大家说一声谢谢了，道一句大家辛苦了！

一年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着力提高效
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有力克服疫情反复、国

际局势变化和长时间旱涝交替等超预期因素影
响，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初步预计，地
区生产总值3100亿元，增长5%左右；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264.6亿元（含留抵退税45.9亿元），
同口径增长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4亿
元（含留抵退税22.9亿元），同口径增长10%；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3
亿元，增长 5%；外贸出口总额 375亿元，增长
21%；实际利用外资1.22亿美元，增长14.9%；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8%；城镇登记失业率2.7%；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2%。主要工作和成效:

（一）综合施策，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叠加出
台“开门红”31条、纾困解难28条、稳经济60条等
一揽子政策，为企业退减降缓税费67.2亿元，发
放贷款120亿元，用“真金白银”换市场主体轻装
上阵、专注前行，市场主体净增6.7万户、规模突
破70万户。建立“一周一协调、半月一分析、一月
一研判”协调机制，330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890亿元，超全年任务，第三季度项目工作正向激
励考评全省第二，秀屿（含湄洲岛、北岸）、仙游分
别居全省县区第一、第八； （下转A2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023年1月3日在莆田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莆田市人民政府市长 林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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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莆阳开春，开河、开街、开村”活动启动仪式在涵江区白塘湖公园玉兔广场举行。 全媒体记者 蔡昊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1月16日晚在京完成第四
次彩排。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莆仙
戏将首次登上总台春晚舞台。这是继妈祖文化后，我
市第二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亮相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莆仙戏原名兴化戏，源于唐、成于宋、盛于
明清，有宋元南戏活化石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改称莆仙戏，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妈祖祭典与莆仙戏
一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在2005年央视
春晚，妈祖文化以对联节目形式亮相，展现两岸
一家亲为主题的楹联“品铁观音香飘两岸，拜妈
祖庙情系一家”。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琪娜）福鲍满堂、
平安是福、福品小菜、“福宴”年夜饭……春节临
近，我市各大餐饮企业结合新春“福”文化，推陈出
新、升级菜品，开发出更多福气满满的莆仙菜，引
领舌尖上的“新”年味。

1月 17日中午，记者在位于市区下店路的老
蒲鲜餐饮麦丰店里看到，就餐高峰时段堂食的上
座率很高。工作人员在忙碌间隙，将福字窗花、中
国结、“兔”年公仔等新春饰品悬挂在店内各个角
落。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福兔呈祥、福满乾坤的“除
夕福宴”主题宣传片，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大年三十我们推出了‘福宴’年夜饭，有福气

红团、福鲍满堂、妈祖平安面等各式莆仙传统菜
肴，并结合‘福’文化进行创新升级，备受顾客青
睐。”老蒲鲜餐饮麦丰店店长高婕告诉记者，目前，
除夕“福宴”预订十分火爆。“福宴”套餐价位不等，
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聚餐需求。除了堂食，还支持
外送，用户只需提前预约，就可在除夕当天足不出
户吃到热腾腾的“福宴”年菜。此外，该公司将“福”
文化与妈祖文化融合，在各家分店打造“平安是福”
主题包厢，吸引许多顾客“打卡”留念。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老蒲鲜创始人陈伟
军上场教网友们烹制“福宴”，线上线下同步推
广。他说，老蒲鲜用心用情打造妈祖故乡“有故事
的莆仙菜”，将传承老式莆仙菜与创新带有历史和
民俗故事的新菜肴结合在一起。春节之际，他们
以“福”文化赋能传统莆仙菜提质升级，在做强品
牌的同时，让福气伴随新一年。

继妈祖文化后我市第二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莆仙戏将首次亮相春晚

“福宴”年夜饭预订火爆
老蒲鲜以“福”文化赋能传统莆仙菜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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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阳开春，开河、开街、开村”活动启动
付朝阳宣布启动 林旭阳致辞

中共中央印发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黄国清） 1月 16日下午，市委
书记付朝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
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二〇二三年新年贺
词、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
节”的贺信、给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艺术家的回信、对爱国卫
生运动作出的重要指示、致经
济日报创刊40周年的贺信、对
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

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全
面从严治党体系，坚持制度治
党、依规治党，坚持内容上全
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
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使全
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
摇，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
准化、常态化，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要紧紧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坚持以上率下，始终做到利剑
高悬、震慑常在，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走深走实。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要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坚定信心
决心，保持奋斗姿态，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齐众
心、汇众力、聚众智，奋力建设绿
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要坚定
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加强
文艺队伍建设，健全对外文化交
流机制。要结合常态化文明城
市创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持续推进健康莆田建设，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健康、宜
居、美丽家园。要牢牢把握正确
舆论导向，提升传播能力，健全
全媒体传播体系，传播莆田声
音，讲好莆田故事。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
导，持续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引导全市政法系统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

“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为有力抓手，防范化解
各领域风险隐患，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莆
田、法治莆田。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全面
推进从严管党治警，建设高素质政法铁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英）1月
17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
产工作视频会议。市长林旭阳，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强在莆田分会
场出席。会后，我市紧接着召开视频
会议传达贯彻全省视频会议精神，并
部署一季度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林旭阳指出，要认清形势、守牢底
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上
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要紧盯重点、精准治理，聚焦危险
化学品、燃气、自建房、道路交通、消

防、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烟花爆竹、
景区和非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扎实
开展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切
实消除安全隐患。要强本固基、提升
能力，结合实施“党建引领、夯基惠民”
工程，深化“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
运用，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现代化。要压实责任、协调联动，全
面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从实开展督导检查，
从紧抓好应急值守，确保群众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春节。

最后，林旭阳还部署了一季度“开
门稳”“开门红”、疫情防控、春节期间
重点工作等。

消除风险隐患 筑牢安全屏障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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