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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掀起“春季大会战”行动热潮

梅 城 报

巾帼风采

“灾难面前，总有一些人、一些事，闪耀着人性的
光芒，让人心底都有暖意，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

困境儿童心中的“暖心小姐姐”，刘祥慧就是这样
一个给人以感动，带给人温暖与心动的美女志愿者。

籍贯闽清的刘祥慧，现任福建福品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梅城镇妇联副主席、福建省七九九七救灾助
学公益服务中心副理事长、福州市妇女第十四大代
表、县妇女第二十一大代表、县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
士。

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
“青春是一首歌，青春是一段路，青春是一把励志

的剑。在灿烂人生季节，我们应当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扬帆人生的新征程。”这是刘祥慧志愿参加闽清

“7.9”洪灾救灾后发自内心的话，她和许许多多一线美
女志愿者一样，柔情似水的女子，内心流淌着浓烈的
爱；柔弱的肩膀，能够扛起血性担当的力量。

2016 年 7 月 9 日，还在外地探亲的刘祥慧在朋友
的微信里看到家乡受灾那令人心悸的画面，她再也无
法平静了，立马购买了回家的机票连夜赶回闽清。虽
然她家在城关，但她知道洪灾的魔力给灾区民众带来
的近乎毁灭的打击，灾区民众缺水断粮，7 月 10 日一
大早，她顾不上休息，就跑到坂东、塔庄重灾区，和众
多志愿者一道，帮助发放救灾物资，同时呼吁朋友圈、
同学会共同努力，给受灾的乡亲一点温暖和帮助。却
不曾想，她这一闪的念头，让她在灾区处处留下了美
丽的身影，更留下一个个美丽的故事。7 月 11 日，刘
祥慧和同行的志愿者们，带上由福建泉森集团爱心捐
献的 150 桶食用油、150 袋大米以及矿泉水等救灾物
资，冒着危险走进了满目疮痍的灾区，挨家挨户发放，
让灾区的民众暂时解决温饱问题，一天忙碌下来，回
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可是，在白天灾区看到的一幕
幕在她的脑海里回放，受灾乡亲的感激和泪水一次次
浸染着她柔软的心田。她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立即联系了漳州的爱心人士陈天明，对接了 300桶食
用油、300袋大米等救灾物资，在13日再次走进灾区，
跟其他志愿者们一起，顶着烈日淌着泥水走过一个又
一个受灾乡镇，看望一个又一个受灾户，慰问受灾人
员，发放救济物资。

在满目疮痍、遍地狼藉的灾区，在连续 20多天的
日子里，刘祥慧和“7997”志愿者们早出晚归，顶着烈
日，淌泥涉水，爬山越岭，疾行奔忙于救援通道上，亲
手把大米、油盐，消毒防暑药品等急需物资送到灾民
手中，足迹遍及受灾乡镇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惊讶
地问她：“你那么瘦弱的身躯怎么能一次次扛起那么
重的救灾物资，怎么能在那一片废墟中日日穿行？”祥
慧微微一笑，擦干汗水，马不停蹄地给受灾户发放救灾物资，关心慰
问一个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小孩。在灾区里看到的一幕幕，让她深
深的牵挂，心里再也放不下，着魔般的，一天不进灾区，就觉得不是滋
味，就觉得有所失落。

爱不停歇 投身公益
刘祥慧说，原来只想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给灾区民众一点帮

助，始料不及的是，在灾区她自己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自己的灵魂
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她再也停不下来，为了更好的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她加入了福建省7997救灾助学公益服务中心，成为团队骨
干，担任财务，她更忙了，不仅要处理自己公司的业务，还不断的抽出
时间，参加团队组织的所有入户探访、慰问等活动，每逢团队发起爱
心捐助活动，她更是没日没夜的盯着手机，及时的接收、登记、统计群
友的爱心捐助，实时在群内感恩和发布捐款情况，她说，在群里发动
的几次大型爱心捐助活动中，积极为救孤助学、扶老助残等公益活动
奔走呼吁，一起下村入户调查受灾困难户情况或发放慰问金，回家后
还要加班整理受灾户、困难户材料直到深夜，参与了团队几十次大大
小小的入户调查、慰问等活动，她几乎是连续几十个小时，没有好好
的休息片刻。半年多下来，自己已经没办法统计，多少次放下公司的
业务，参与到团队活动中去。她说，自己的心再也离不开公益活动，
也只有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才会得到最大的快乐。

暖心助学 情满梅邑
关注贫困孩子、孤儿，救孤助学是刘祥慧和7997公益伙伴们始终

关注的焦点之一。刘祥慧等志愿者积极对外联络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为每个困难的孩子铺平了上学之路，成为了每个困境儿童心中的

“暖心小姐姐”。
2016年 8月 16日，7997公益率先倡议开展“爱心红包一日捐”活

动，开创“暖心助学”先河，当天筹集助学款11516元。此后，7997公益
团队针对具体的助学对象，一次又一次发动爱心捐助，募得善款10多
万元，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受灾学生的困难问题。

2016年10月，刘祥慧等志愿者对接联络了泉州闽清商会，开展了
多期“暖心助学”活动，长期帮扶贫困学生 10 名，至今已发放助学金
4.8万元。

2016年 11月 13日，时值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7997公益携手晋
安区检察院、福建蚂蚁力量公益等单位，一起到闽清的 16 个偏远乡
镇，入户慰问“五老”、参战困难老兵 30人，送上小家电、棉被、食用油
及慰问金，总值3万多元,表达对革命英雄的敬仰之情。

针对受灾的孤寡老人、特困家庭、孤儿这三类特困群体，刘祥慧
等7997志愿者积极联络在外乡亲、争取外援，与厦门闽清经济促进会
联合开展“山海相连、情暖梅邑”大型慰问活动，参加志愿者达 300多
人，分成 25支小分队，共给 16个乡镇 431户受灾户、贫困家庭送去慰
问金 28.12 万元、棉被、食用油等慰问物资 3.65 万元，让贫困乡亲“温
暖过冬”。

7997公益至今已累计开展了27期“爱在7997暖心助学”活动，慰
问困境儿童、贫困学生 451 人次，发放助学金 80 多万元，成为反响良
好、独具特色的公益品牌。

刘祥慧说：“为了爱，我们一直在路上，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一直
在努力”。两年多来，已经无从统计，在闽清灾区的每个角落，留下多
少足迹;在灾区最需要的时候，抢运了多少物资;灾后的日子用爱浇筑
了多少贫困学子的助学路;凄凉的日子里，特困户迎来了温暖的双手
与温馨的问候。

“暖心小姐姐”刘祥慧的每一次微爱善举，将改变寒门学子的一
生！作为市、县妇女代表，刘祥慧和她的7997公益伙伴们将把爱心一
直传递下去，积极对接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与公益社团，帮助每个贫
困孩子、孤儿铺平上学
路，倾情编织一个又一
个温暖人心的小城故
事。

（县妇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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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澎湃处，扬帆奋进时。我县开展“春季大会战”
专项行动以来，全县上下迎难而上，奋力攻坚，在项目引
进、开工、竣工、入库纳统、服务企业等方面精准发力，主
动作为，全力推进大会战。半个月过去，我县“春季大会
战”拼出了新速度，显出了新成效。

我县以“招商年”专项行动为抓手，重点围绕产业链、
产业园区、重大项目招大商、招好商。紧抓住项目落地这
个关键，探索有效的办法，加强项目服务保障，确保梅溪
青马文旅、迷乐谷、置信智造谷等41个总投资221亿元的
项目动工建设，横五线、广昌和木业、金华鼎科技等 24个
总投资44.6亿元的项目建成或投产。进一步创新工作方
法，啃掉“硬骨头”，解决“卡脖子”问题，努力创造征地拆
迁新速度，开通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把“四上企业”
和固投入库作为工作重点，紧紧围绕扩总量、上规模、增
后劲，重点抓好规上工业、限上商贸业、规上服务业、资质
以上建筑业、固投、工业固投等入库工作。

以上率下合力攻坚
县领导带头示范，下基层、入一线、督进度、促加速。

县四套班子领导深入中建产业园、白金工业园区等地，认

真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在资金、用地和项目
报批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助推项目建设、
竣工、投产。各乡镇也加大了一线服务力度，落实每个项
目一个责任领导、一个工作团队、一套完善的推进方案，
切实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带头作用，强化使命担当，奋力拼搏，进一步提振
全县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掀起春季大会战行动热潮。

优化服务添油助力
各乡镇、县直各部门认真对照任务清单，进一步明确

责任分工、任务要求、时间进度，形成自上而下、环环相扣
的责任体系，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各乡镇全力协调推进
本辖区大会战行动，项目业主单位按时间节点推进项目
建设，县直各部门为大会战行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
障。其中，县行政服务中心积极响应“春季大会战”决策
部署，加快推进“网上办理”政务服务，提高审批服务效
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我县在省网上办事大厅申报
率，居全市第1名。

强化督查落实责任
对照序时进度和节点目标，通过专项督查、提前预

警、定期通报等方式，倒逼责任落实。充分发挥一线考察
干部机制作用，强化结果运用，严格落实奖惩，推动干部
能上能下。引导各级干部抓落实、比状态、拼速度、赛成
绩，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4 月 10 日-16 日，人大政
协领导带领八个专项督导组按照半月一督导要求，陆续
到各组负责的乡镇进行督查，强化大会战督促检查。县
人大常委会主动融入大局积极参与“春季大会战”，并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大会战系列活动。

截止 4月 15日，县招商办已收到 10个乡镇的招商线
索项目 32项，其中白中镇 12个，梅溪镇 6个；城关北大门
猴山口至燕垅里段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帝境杭箫新型建
筑工业化基地项目、东桥溪沙停车场及游客集散中心等
开工建设；梅溪新城二期路网工程、梅溪新城支路三道路
工程、福建金华鼎科技有限公司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电
力设备仓库项目等 4项竣工项目已完成；青马文旅项目、
帝境钢构、博雀科技、中建钢构与唯氏机械地块、X120坂
金线坂西至限头段公路改建工程 5个项目部分完成征迁
交地任务，其中青马文旅项目完成143亩、X120坂金线坂
西至限头段公路改建工程已完成 13亩；已收到各乡镇提

交完整材料并办理投资入
库的项目 3 项；16 个乡镇
共上报协调解决 74 个问
题。 （陈艳英 李伯开）

主动作为 精准发力

我县“春季大会战”专项行动拼出新速度

本报讯 4 月 17 日，县长陈忠霖带领
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中建产业园对部
分重点项目进行调研,实地察看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县委常委、副县长林志斌参加了调研。

在实地察看中建产业园一期进场道
路、百佳利、中建经纬栏杆、帝境钢构等项
目建设情况后，陈忠霖对不同项目间如何
协调共同推进基础建设，对企业提出的供
水、供电等配套建设问题进行了现场协调
与解决。

随后，在云龙乡政府举行企业与乡镇
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与座谈会。会上，陈忠
霖对云龙乡在近两年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他强调，云龙乡是闽清未来经
济的新增长极，是福州市重点培育的16个
产业基地之一。云龙乡的重点工作就是要
突出经济工作，做好拆迁征地工作，保障产
业园能够实现项目成片成规模的目标。云
龙乡干部要有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成为全
县16个乡镇中的标杆与旗帜，走在全县干
部的前列。县里将在人力、物力与资金配
套、一线考察干部等方面予以优先保障与
倾斜。乡镇与相关部门要协同发力为企业
做好服务工作，让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消灭于萌芽状态，使之能够尽快投产运营
并产生效益。

（记者 吴广钟）
又讯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助推企业

建设发展，4月18日上午，县长陈忠霖带领
县政府办、住建局、重点办、招商办、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等部门负责人，前往白金工业
园区坂东镇片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调研中，政企双方面对面讲问题、提建
议、谈思路，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发展之
策。副县长王致镜随同参加调研活动。

陈忠霖一行先后走访了金润箱包、广
昌和木业、东创智能储物柜基地等重点项
目，认真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
在资金、用地和项目报批等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瓶颈制约，助推项目生产建设。

在随后召开的协调会上，县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人汇报了白金工业园区重点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各企业家
代表分别就各自企业在建设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畅所欲言。陈忠霖在会上指
出，当前，白金工业园区还存在部分落地企
业主动性不够，动建意识不强的现象，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要重新进行梳理，加强与此
类企业的负责人沟通，推动企业早日动工

建设；招商部门要对计划引进的企业做好
预判，准确分析评估用地投入和产出效益
比，实行优胜劣汰；自然资源和规化部门尽
可能缩短项目用地审批时间，助推落地项
目快速动建投产；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抓
班子队伍建设，提高办事效率，突破项目征
地拆迁瓶颈，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要进
一步紧密政企联系，强化服务意识，建立高
效务实的政企互动机制，促进企业坚定信
心，加快企业发展步伐。陈忠霖叮嘱镇村
干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广泛深入企业，
全面了解企业遇到的问题困难，全力以赴
帮助企业化解这些困难，做到企业反映的
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合力营造良
好发展氛围。

（记者 王广兰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又讯 4 月 18 日，县长陈忠霖带领县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梅溪新城至省璜
“大通道”建设工地督查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要求交通部门和沿线相关乡镇要密切
配合，全力服务，确保无障碍施工；施工单
位要倒排工期，增加人员、资金、机械投入，
确保“大通道”在“五一”节前全线贯通。副
县长邱吉忠随同参加调研活动。

梅溪新城至省璜“大通道”由横五线、

联一线、1505线、1504线（塔庄段）、1504线
（省璜段）5条道路组成，全长 33.5公里，其
中一级公路 9.42 公里，二级公路 24.08 公
里，5 个项目总投资达 13.73 亿元，其中建
安费达9.97亿元。

当天下午，陈忠霖先后深入云龙、坂
东、塔庄、省璜等乡镇，督促检查“大通道”
主要节点工程建设情况，现场协调工程推
进中遇到的问题，并对项目建设提出了具
体要求。督查中，陈忠霖强调，交建部门和
沿线乡镇要通力合作，全力以赴做好征地
拆迁收尾工作、狠抓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创
造无障碍施工环境，确保“大通道”重要节
点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中建海峡
和省建工集团等施工单位要采用“雨天不
足晴天补”“白天不足晚上补”“人力不足机
械补”的措施，统筹施工组织，倒排建设工
期，增加人力、资金、机械投入，全力推进

“大通道”重要节点工程建设，加紧加快隧
道、桥梁附属工程建设及竣工验收，确保大
通道在“五一”节全线贯通，力争在 6 月底
前建成通车，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奠定交通基础。

（记者 黄剑成，县交建公司 刘玲艳）

帮助企业化解困难 督促项目建设进度

陈忠霖督查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图为县领导在召开调研协调会

图为横五联一线空中鸟瞰图图为横五联一线空中鸟瞰图

图为陈忠霖一行在中建产业园调研图为陈忠霖一行在中建产业园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