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工作者推荐对象简要事迹

一、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拟推荐对象先进事迹

（一）福州市旅游服务中心

福州市旅游服务中心打造了以“遇见福州”微博、微信、

抖音、头条号为载体，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务新媒体矩阵。其

中“遇见福州”微博拥有粉丝 729 万，数量位居全国重点城市

第一位。福州文旅政务新媒体综合影响力，在国家文旅产业综

合实验室及人民日报人民文旅实验室发布的榜单中，均位居全

国旅游城市前十。在重要节点推出《留福记》《游福记》《爱福

记》三条短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 5000 万。策划开展了“七

蹓八蹓 醉享福州”首届福州文旅产品网络消费季活动，输送入

榕游客近 750 万人次，有效带动旅游订单 8000 万元，全国宣传

曝光量达 3 亿。举办了“来福州 DOU 有福”抖音全国超级挑战

赛、福州文化旅游摄影大赛等系列营销活动，取得良好宣传成

效。

（二）福州市图书馆

福州市图书馆创建于 1959 年，是国家兴办的社会公益性文

化事业机构，以传播人类文明、弘扬传统文化、延续城市文脉、

促进全民阅读为使命，是福州市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2017 年新馆开放以来，累计举办活动上千场，推出了“一人一

世界”“你选我购”“榕图·夜读”等众多阅读推广品牌。2019

年获评“全国巾帼文明岗”，2020 年、2021 年连续获第二届、

第三届福建省“读中华经典 颂时代华章”诵读比赛优秀组织奖，

2021 年获“福州市 2018-2021 年度文明单位”称号。

（三）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直属旅游执法大队

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直属旅游执法大队负责查处

城区范围内旅游市场重特大案件和跨区法人违法案件及与行政

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工作，配合做好旅游经营市场、旅游服务

质量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查处上级交办和督办

案件，参与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直属旅游执法大队坚

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大力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治理行动，

积极调处旅游投诉，维护游客及经营者的合法权益。2021 年以

来，直属旅游执法大队共出动检查人次 869 人次，检查旅游企

业 712 家次，作出行政处罚 32 起，罚款 24.79 万元，没收违法

所得 1450 元。2019 年至今共接到各类旅游投诉 1262 起，现场

调解近二百场次，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 8168494.6 元。

（四）福州市马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福州市马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积极配合福州市完成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任务，区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

书馆，区文化馆获评国家二级文化馆。完成三级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持续推进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高级版建设。打造两

马同春闹元宵、两马童声合唱团、两马体育联谊赛等特色文旅



交流品牌。闽剧创作取得丰硕成果，《龙台驸马》等作品斩获多

项国家级奖项。3 个非遗项目入选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3 个项目被评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示范基地。

精心准备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嘉宾参观考察线路，圆满完成 3

场重要接待和 1 场边会论坛任务。完成多处文物保护修缮工作，

推动文保单位升级。启动实施船政 5A 景区创建工作，建成船政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引进旅游业态，建成红光湖公园，提升改

造龙鼓度假村，培育金砂村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村，完成 1

个 2A 景区和 3 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打造阡陌农庄等一批乡

村旅游示范点。

（五）永泰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永泰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深度挖掘县文化内涵，进行创意

性策划设计，积极协助乡镇开展特色宣传活动，办好各类采摘、

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强化旅游品牌统一宣传，打造永泰文化、

旅游特色品牌。在全市范围内 4A 级景区和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

最多，梧桐—嵩口乡村旅游线路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线路，该线

路有 2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 个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在全市

范围内首先开展星级民宿评定工作、备案工作，最先成立民宿

办。“农业+旅游”已经成为永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入

的有效渠道。

（六）福清市新厝镇综合文化站

新厝镇综合文化站占地 2000 平方米，室内有 12 个功能室，

室外有 5 个运动和演出场所。着力搭建平台，构建非遗传承基



地，培养文艺队伍，现已成为新厝民间文化交流、新农村文化

建设、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基地。新厝文化站现有省级非遗 1

项、福州市级非遗 2 项、福清市级非遗 3 项。全镇现有各级非

遗表演队伍 29 支，表演人员近千人，每年表演约 300 场。文化

站开展常态化活动传承优秀文化，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成为非遗传承的新基地。成立了一支具有专业素养和文

化特长的志愿队伍，定期免费为少年儿童提供器乐、书画、舞

蹈培训服务，推动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

（七）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综合文化站

仓山镇综合文化站成立于 2010 年，与先锋村资源共享。该

场所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有多功能活动厅、青少年活动室，

配置电脑、各类报刊图书，免费向村民提供上网、图书借阅、

知识讲座等服务。2020 年，仓山镇综合文化站完成升级版打造，

融入设置了红色引领厅、红色议事厅、红色历史长廊的仓山镇

政治生活馆，以党建抓文化，以文化促党建。文化站培育涵盖

舞龙、舞狮等类别的特色文体队伍 48 支。仓山镇夕阳红文艺队

曾参加香港第二届紫荆花中老年舞蹈比赛，其中马鞭舞获金奖、

傣族舞获一等奖。疫情期间，文化站积极做好疫情防控，严控

入站流程，全面细致消杀，做好消毒记录，场所内加大宣传，

引导群众提高认识。

（八）罗源县白塔乡综合文化站

白塔乡综合文化站设在白塔乡凤坂村，建筑面积约 1000 平

方米，为三层建筑。设有宣传文化栏、室外群众文体活动广场，



并配有 2 件以上文体活动器材和设施，有电影固定放映点、图

书室、多功能室、科普活动室、广播室、文体活动室等。文化

站配 1 名文化协管员，另聘请 1 名文化站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每

日免费开放工作；有 4 支业余文艺团队，每年开展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逾 6 场；已

安装有线电视“福州文化云”平台。招商引进休闲农业旅游项

目凤坂村“小时候”农场，携手“小时候”农场倡导在学中旅、

旅中研，通过体验式、场景式、参与式的研学模式，致力打造

具有罗源特色、畲族风采、红色血统、乡村气息的教育实践基

地和户外营地。

（九）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态

度，全力推动连江县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为福州市创建第

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力推动连江县创建省级

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工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作出突出贡

献，得到了福建省、福州市文旅部门的高度肯定，单位获得福

建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2013-2016 年度）称号，连江县也获得

首批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称号，得到了福州市政府的通

报表扬。

二、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拟推荐对象先进事迹

（一）邵颖影（女）福州市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综合

科科长、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鼓楼大队职员



邵颖影，女，现任福州市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综合科

科长。任职期间，参与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及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筹备工作。牵头草拟鼓楼区示范区创建规划

及实施意见，组织全区各部门配合开展文化活动。参与鼓楼区

数字图书馆选址规划、建成运营，负责区图书馆工作。世遗大

会期间，落实好“一城七线”项目，对接市、区各单位，跟踪

协调推进项目中遇到的问题。配合市世遗办做好冶山历史文化

风貌区、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于山风景名胜公园、乌山历

史文化风貌区线下参观考察接待服务，持续跟进完善线下参观

考察路线演练方案。精心策划镇海楼参观考察点活动，获得了

35 名世遗参观考察嘉宾认可。镇海楼参观考察接待共获得 1 次

学习强国、1 次央媒、4 次省级媒体、2 次市级媒体报道。以“世

界遗产大会”为主线，策划推出“七溜八溜 不离福州”系列活

动，开展“坊巷寻音”系列音乐文化活动、“文薮鼓楼 律动榕

城”诗文朗诵会等活动，拓展闽都文化宣传推介渠道，全方位、

多角度等讲好鼓楼故事，打响“闽都文化”品牌。

（二）林颖（女）福州市台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

林颖同志 2016 年进入文旅系统后，及时扭转辖区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局面，开创全新工作面貌，在 2017 年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中获得了国家文化部专家组“充分代表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文化馆的先进水平”的高度评价。在她的带领下，

3 次更新台江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录，76 个原创文艺精品获得 16



个省级以上奖项。2017 年－2020 年，连续四年综合绩效考评获

评优秀。2020 年，查办的文物类行政处罚案件获评“2020 年度

全国文物行政处罚十佳优秀案卷”。2021 年，推出国内首部非遗

实境体验旅游剧目《遇见十番》；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获批为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实现辖区 A 级景区零突破。

（三）谢丽（女）福州市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谢丽，女，汉族，1981 年 1 月出生，民建会员，2013 年 10

月履新至区文体局担任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从事文

物管理工作，现任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谢丽同志不断探索文物保护长效机制，在全省首创对全区不可

移动登记点的挂牌保护，被省文物局推广至全省；2020 年推动

签署《关于建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推进

郭宅、台屿等 22 座乡村博物馆建成开放；主持完成《烟山芳华

—福州烟台山百年历史文化特色展》策展；主持编撰出版《看

不见的烟台山》《仓山梁厝历史文化概览》；为服务世遗大会，

她离开出生三个月的孩子，成立仓山区青少年讲解志愿服务队，

为世遗大会嘉宾团提供讲解服务，该项目被推选为暖心志愿服

务项目；推进烟台山历史风貌区成功创建 3A 级旅游景区。

（四）李琦（男）福州市晋安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

李琦同志十多年坚守在基层旅游第一线，多岗位历练，走

上领导岗位。一是坚持党建带动旅游，倡导推广打造“北峰人

家”放心店等党建品牌，担任寿山村第一书记期间，推动该村



创建省“旅游金牌村”。二是推动创建全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区，

前洋村等 10 个村获评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新创 7 家 A 级景区，

总量达到 11 家，居福州市各县区首位。三是筑牢疫情底线，处

理好疫情初期大量旅游纠纷，开创福州市最早一批隔离酒店。

四是谋全区旅游新发展，实施全域生态旅游项目 39 个、总投资

280 亿元；突出全域品牌驱动，注册全国首个“乡约北峰”区域

性全产业共享旅游品牌，策划“鼓岭·中秋国际诗月会”、“重

拾芳华·遇见美好”等知名品牌活动；推动民宿机制创新，率

先发布《关于扶持发展北峰旅游民宿措施》。

（五）杨明新（男）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主任

杨明新同志从事文旅工作 15 年，长期在办公室等综合岗位

工作，工作中认真履职、主动担当、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协

调统筹，曾因积劳成疾胃穿孔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多年获评年

度优秀公务员。牵头起草福州市“十三五”文化事业发展专项

规划、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工作方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

旅发展新变化等各类综合文稿，圆满完成金砖“三合一”、福州

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福州古厝保护与文化传

承论坛、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焰火晚会、第

十六届中国戏剧节和第五、六届海丝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文旅活

动的组织统筹、后勤保障等工作。局机关绩效管理考评成绩多

年位列优胜单位行列；综治（平安）建设工作连续三年获评“第

一档”。2017 年 9 月，该同志获省委、省政府授予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筹备和服务保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六）李燕玲（女）福州市长乐区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李燕玲，女，现任福州市长乐区旅游服务中心主任。该同

志工作业绩突出，起草了《长乐区加快落实全域旅游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福州市长乐区创建省级全域生态旅

游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等 5 个重要文件，均已正式出台并实

施。近三年来完成了 11 个文旅招商项目落地。指导创建 5 个 A

级旅游景区，指导多个村镇创建省级特色村、休闲集镇、红色

景区、生态旅游示范小镇等项目。打造智慧旅游平台，积极开

展宣传营销活动，今年以来组织举办春跑、五一乡村文化旅游

节、国庆直播活动等。组织拍摄旅游专题宣传片，制作文创旅

游宣传品。

（七）林明星（男）闽侯县上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林明星，男，汉族，1982 年 3 月出生，福建闽侯人，2004

年 7 月入职上街镇文化服务中心，现任闽侯县上街镇文化服务

中心主任。入职以来，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牵

头建设上街镇综合文化站，文化站配套阅览室、书画室、电脑

室、多功能室、健身室和棋牌室。完成了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建基本任务及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各项任务指

标。按照《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定期

做好辖区内网吧、KTV 等娱乐场所的安全工作、集市出租和销售

音像制品、书刊等商店的检查和清理工作。妥善管理好全镇的

文保单位及文物点。立足本职工作，助力疫情防控，对全镇娱

乐场所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巡查、摸排，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措施。

（八）魏巍（男）连江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

魏巍，男，198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连江县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该同志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7

年来，负责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办公室行政工作和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工作，他认真履职、勇于担当、敢于迎难而上，全

身心投入各项工作中，在为福州市创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维护连江县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稳定等工作方

面，作出突出贡献，得到了连江县委、县政府和所在单位的高

度肯定，该同志也获得连江县 2016 年度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九）蔡传春（男）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人事处处长

蔡传春同志 2007 年从部队转业到市文化局，能迅速转变角

色做好各项工作。2017 年担任人事处处长以来，能贯彻执行上

级关于一线考察干部的各项要求，在选人用人上树立正确导向，

认真按照局党组部署完成了 10 批 95 人次提任及晋级工作，不

断优化系统干部队伍，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做好干部职工日常考核和管理工作，把对干部的“严管厚爱”

落到实处。牵头开展机构改革工作，按照市委要求和局党组部

署做好市文旅局“三定”和部分人员分流转隶工作，顺利实现

文旅机构、职责、人员融合。2015 年 5 月因连续三年考核优秀

荣立三等功一次，2016 年 1 月因参加青运会工作表现优异被授

予“筹备工作突出贡献者”称号。



（十）林宁梅（男）闽清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林宁梅，男，福建闽清人，1976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该同志把握新形势下的性质定位和使命任务，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建好

一支综合执法队伍，用好标准、培训、信用、执法四大抓手，

在意识形态监管、扫黄打非、扫黑除恶、安全生产、双随机抽

查等五个方面持续发力，坚持守方向、守立场、守阵线、守底

线，确保全县文旅市场持续繁荣稳定。在文物保护工作上完善

修缮方案审批、义窑保护规划，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和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使用督查。2020 年市对县文物保护绩效和“平安文化”

综治二项考评，分别位居全市第二名、第四名。

（十一）李君（女）福州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福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李君同志年轻热忱，充满活力，用自己对基层群众文化工

作的朴实坚守，用充满正能量的奉献精神，影响和感动着身边

人，为福州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重点参与了“福州市激情广场大家唱”成功申报国家文化部公

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新福州人歌手大赛”申报文化部群星奖、

福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福州市第

一次非遗普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制定等大

量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工作。目前，她是福州市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工作小组重要成员。她所在的单位也被



授予“全国优秀文化馆”、“省级文明单位”、“工人先锋号”、“巾

帼文明岗”等各项荣誉称号。

（十二）林菁（女）福州画院办公室主任

林菁，女，1981 年 7 月出生，大学学历，2007 年 9 月参加

工作，2012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福州画院支部组织委

员、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林菁同志能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党

组织重大决策部署，在落实防疫宣传、值守防疫岗位、认捐防

护服、带头接种新冠疫苗等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充分发

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她舍小家顾大家，在孩子最需要陪伴

的时候，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她默默奉献，以身

作则，感染了身边的同事，有力促进单位形成团结一心、齐力

协作、共同奋战的良好工作氛围。作为一名基层文旅人，她能

高效配合上级，克服困难，带领大家出色地完成各项文旅工作

任务，为文旅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十三）彭昀（男）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一级科

员

彭昀，男，中共党员，现为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一级科员，借调市文旅局工作。工作以来，该同志时刻以党员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勤勉好学，踏实工

作。曾于 2018 年获“市旅发委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福州

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于 2019 年获“市直宣传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积极参与金砖“三合一”会议、第十六届中国戏

剧节、福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音乐会等大型活动



筹备工作；完成了“福州市海峡旅游扶持办法”拟定及晋安河

游船项目等工作；在抗击疫情期间，严守岗位，参与市防控指

挥部值班工作，并配合举办主题艺术在线系列活动及各项演出

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效，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十四）林卉（女）福州市旅游服务中心职员

林卉，女，1989 年 8 月出生，现任福州市旅游服务中心职

员。自 2012 年走上工作岗位起便进入文旅系统，认真履职、务

实求新、积极进取，曾负责旅游信息、A 级旅游景区提升管理、

文旅活动筹办、文旅宣传品制作、旅游宣传营销等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工作成效。2018 年初至 2019 年初主持处室（原城市形

象与市场推介处）工作期间，负责“有福之州·幸福之城”文

旅品牌打造，2018 年福州旅游宣传口号“有福之州·幸福之城”

荣登博鳌旅游奖年度传播口号榜；参与筹备举办“福建省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焰火晚会”、新春文化旅游月活动、

519 中国旅游日福州分会场和研学旅游季等重要营销活动。2019

年福州文旅节庆活动品牌“乐游福州 PLUS”获得博鳌国际旅游

奖年度节庆活动榜大奖。

（十五）林楠（女）福州评话伬艺传习所党支部副书记

林楠，现就职于福州评话伬艺传习所，该同志长期工作在

艺术创作一线，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和职业素养，统筹策划的

评话、伬艺作品多次获全国展演及省级奖项，有多篇论文在省

级刊物发表。参与策划并实施福州曲艺进校园项目，先后在福

州市台江区第三中心小学、鼓楼区钱塘文博小学等多所学校开



展福州评话、福州伬艺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教学，

将一个个曲艺节目带进校园。2015 年该项目开展至今，参加了

三届福建省丹桂奖少儿曲艺比赛，共获得五个一等奖、四个二

等奖、三个三等奖。其中两个节目参加全国少儿曲艺展演、一

个节目参加全国大学生曲艺周展演。

（十六）郭辉（男）福州市美术馆党支部书记、馆长

郭辉同志政治立场坚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学习政治

理论，认真遵守党纪政纪，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爱岗

敬业、工作稳健、能力突出，担任福州画院常务副院长和福州

市美术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期间，促进了画院及美术馆工作规

范及高效运转，高标准、严要求指导古厝新址运行开放及展览

陈列、收藏保护、学术研究、艺术交流、教育推广工作。恪守

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专业素养高，业务能力强，个人画作多

次参加全国、省市主题美展，现兼任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及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作风务实、为人正派、廉洁自律、团结同志、

热心公益。

（十七）林颖（女）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党总支书

记、副主任

林颖，女，现任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

副主任，一级演员。进入文旅系统工作 21 年，积极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闽都文化国际品牌。主演《陈靖姑》、《杨门女将》

等近三十出剧目，先后获得中国戏曲学会奖、第八届全国戏剧

文化奖表演金奖、福建省第六届文艺百花奖二等奖、福建省第



24 届戏剧会演优秀表演奖、优秀剧目奖等二十余个国家级、省

级艺术奖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剧”传承人、四星志愿

者，年均参加公益活动 100 场左右，年服务人次超 5 万。常年

坚持送戏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为众多高校和小学开设闽

剧讲座和闽剧培训班。在省市图书馆等公共场馆为青少年进行

闽剧演出、福州文化宣传普及，多次随团赴境外开展文化交流。

2015 年领衔主演剧目《杨门女将》赴俄罗斯参加第十二届“契

诃夫国际戏剧节”。先后在微博、公众号、抖音头条等自媒体开

设账号推广闽剧艺术，全网粉丝二十余，央视戏曲频道、央视

国际频道、海峡卫视、福建电视台、福州晚报等官媒先后播发

专访报道。

（十八）颜宝华（女）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

作为总导演，颜宝华同志近年来成功策划执导、圆满完成

了“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圣火传递”、“全国少儿戏曲联欢晚

会”、“第六届海峡两岸（台湾）合唱节闭幕式”等近百场大型

晚会和活动。作为艺术总监和执行导演参与原创音乐剧《茉莉》

的编创，该剧获“第七届福建艺术节·第四届音乐舞蹈杂技曲

艺优秀剧（节）目展演”剧（节）目奖、福州市第四届茉莉花

文艺奖三等奖。作为执行导演参与原创音乐剧《茶道》的编创，

该剧获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作为统筹参与原创音

乐剧《江山多娇》的编创，该剧入选 2021 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重点剧目。曾获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组委会授予“个



人优秀表现奖”荣誉，福建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授予“个

人突出贡献奖”等荣誉。曾被媒体报道为“福州的张艺谋”、“跟

青运会走得最近的文化人”、“把福州元素融入艺术创作”——

走近福州名家颜宝华。

（十九）陈秋声（男）永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

长

陈秋声同志作为永泰全域旅游创建具体负责人，创建验收

期间，全面负责全域旅游验收工作，为永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作出突出贡献。同时负责永泰天门山景区、永泰云顶景

区 AAAA 创建工作。先后推动永泰县嵩口镇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月洲村、大喜村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面处理旅

游投诉，近年来共处理各项旅游投诉和旅游咨询各上百起，解

决重大旅游纠纷 20 多起。同时严格执法，在疫情期间严格值守，

督促企业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文化市场秩序健康有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