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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福建广电网络集团委托，福建华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将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

福建有线数字电视覆盖逾三千万受众,电视收看首选渠道。开机画面广告不受任
何收视时间影响，人人必看，权威性强，到达率高。本次拍卖标的为福建有线数字电视
开机画面及EPG广告2016-2018三年分区域经营代理权，按设区市划分为9个标的,分
别为：1、福州(含平潭)2、厦门3、宁德4、莆田5、泉州6、漳州7、龙岩8、三明9、南平。使用
期限：2016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竞买登记

竞买保证金：福州，100万元；泉州，80万元；厦门、漳州，各 40万元；莆田、宁德、南
平、三明、龙岩，各20万元。办理竞买手续：于2015年12月11日12时止，保证金款项汇
至福建华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公司法人竞买：提供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公司授权委托书;如是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如是广告公司，请附上广告经营权资格证书复印件。上述材料均须
加盖公章并现场核对原件。

拍卖时间

福州：2015年12月12日10点；莆田、宁德：2015年12月12日16点；泉州、南平：2015年12月13日10点；厦门、三明：2015年12月13日16点；漳州、龙岩：2015年12月14日10点。

拍卖地点

福州：福州市华林路207号福建广电网络集团大楼2层会议室；其他区域：福建广电
网络集团当地市级分公司。

拍品展示

时间：2015年12月9日至10日。地址：福州区域，福州市华林路207号福建广电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楼2层综合业务展示厅；其他区域，福建广电网络集团当地市级分公司。(详情洽询：0591-63519156 18859113163 黄小姐)

报名截止时间：2015年12月11日12时
联系地址：福州市湖东路152号中山大厦B座12层
联系电话：0591-83838233 18606996186 18060660803
网址：www.fjhxpm.com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 福建华兴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2月7日

福建有线数字电视开机画面及EPG广告2016-2018三年代理权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5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在宁

德市塔山路3号二层（宁德市产权交易中心二楼会
议室）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如下：1、本田思威小型
越野车3辆；浦沅牌、斯太尔牌清障道路救援专项作
业车、金龙牌KLQ6109大客车、别克牌SGW7200小
车各1辆；五十铃小型货车2辆；江铃牌小型货车6
辆；东南DN7160H车1辆;2、大铁斗自制1个（钢铁）
1600kg;2、蕉城区署前路8号（泰达商务酒店）8年房
产租赁使用权，建筑面积约为1133.66m2。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行联系，了解详情，看样，
报名参拍。报名竞买登记时间截至 2015年 12月
17日下午5时。

详见网站：www.ndcqjy.com
拍卖热线：2866688 2292676

福建省宁德市拍卖行
宁德市有信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7日

本报讯（记者 郑成辉） 近日，在福鼎市店
下镇海田村，逐渐建设完成的沿线绿化、路灯、
立面，让这个村庄愈发整洁美丽。今年，该村两
委专门成立“海田村美丽乡村党员服务队”，及时
化解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群众利益问题，现已
投入 100多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近年来，该村从

“强队伍、全制度、强经济、严作风”四个方面着
手，不断夯实党建基础，保障全村各项工作稳步
发展。

针对群众找人难办事难问题，该村依托原有
便民服务中心，探索制定“党员便民服务站”制
度，站所实行两委班子加自愿党员代表轮流坐班
制度，确保每天服务站有人值班。同时通过制定
发放连心卡，将村干部、党代表联系方式向群众
公开，同时采取集中办理、上门办理等方式，提
高为群众办事效率。

此外，为实现强村富民的发展要求，该村两
委积极转变以往“等、靠、要”的落后思维，积
极通过土地流转承租、集体资产发包等形式，不
断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强发展后劲。在强化
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要
求，带头宣传廉洁自律政策，特别是 《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 颁布后，还召开了村党员代表
会议，进行集中学习，确保党员代表对照新要求
能不断提升自我约束能力和带头能力。

本报讯（黄雪雪 林凌玲）12月 2日，
东侨在职党员服务社区微信公众账号“志
愿东侨”上线。该微信平台为社区与在职
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开辟了快捷通道，实现
了社区线上发布任务、在职党员线下认领
志愿服务。

今年初，东侨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
员先后到居住地所属社区认领志愿服务
岗位，服务社区发展。活动试行后，社
区与在职党员反映两者之间信息不对
称，影响了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为
此，东侨党工委组织部综合社区及党员

的意见，设计了“志愿东侨”微信平
台。通过该平台，东侨各社区可以随时
发布志愿服务活动，注明招募志愿者人
数、时间、地点及志愿者特长要求。在
职党员在平台注册成为志愿者后，即可
认领相应的服务岗位。服务活动结束

后，社区工作人员根据党员表现情况，
在后台确认服务时间，实现信息“双反
馈”。 同时，社区根据在职党员的服务
时长，对在职党员进行量化积分考核，
作为党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让在职
党员活力激发出来。

●12月 5日，由寿宁县武曲
镇大韩村永丰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主办，该县文化馆承办的“首届
锌橙文化节”在寿宁武曲大韩村
的河滨榕树公园举行。上千名来
自县内外的朋友欢聚一起，度过
了一个欢乐的文化节。（缪福森）

●12月 5日，古田团县委联
合县医院共同举办古田县共青
团义务星期六暨“12·5”青年志
愿服务免费义诊活动，组织医院
青年志愿者到平湖镇，为当地群
众进行血压、血糖检测等项目的
免费体检。据悉，此次义诊活动
共有检查项目 10 多项，受益群
众100多人。 （梁辉仙）

●12月 5日，福建省中国古
代文学研究会 2015年年会在宁
德师院举行。会议由福建省古代
文学研究会主办，宁德师院中文
系承办。来自省内外的六十余名
专家学者围绕 “福建地方作家
研究”“福建地方作家研究与高校
古代文学研究”等议题，分享个人
心得和研究成果。（郑舒 吴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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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贴有详细的办事流程图，有标
准的表单模本下载，现在还推出了电子营
业执照，直接在网上办理企业年报、变更
登记等相关事务，非常方便。”12月 3日，
在东侨行政服务中心，领取到电子营业执
照的黄先生说。

今年以来，东侨工商局深入践行“三严
三实”，将党的纪律和规矩教育活动列入工
作重要内容，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辅导、重
温入党誓词、讨论交流、专项承诺等方式，
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服
务意识和宗旨意识，提高群众满意度。

走进东侨行政服务中心工商业务窗
口，“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八个鲜明的大
字映入眼帘，这是东侨工商局对窗口工作
人员立下的铁纪律，也是窗口工作人员对
群众的承诺。为了更加便利群众，工商局
在每个窗口贴有办事指南，告知公司新设
立、分公司新设立、换发新证、分公司注
销、公司注销等业务办理所需的材料及流

程，并设立了公共邮箱，让群众通过自助
服务区，自行下载相应资料的模本，提高
办事效率。此外，窗口还设置有党员先锋
岗，提高党员服务意识，引导党员干部做
守纪律、讲规矩模范。

在提升窗口服务的同时，东侨工商局
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修订《机关管
理制度》，对原有的制度进行汇总、梳理和
细化，形成 22项内部管理机制，提高机关
管理制度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意见，全面
落实“十个严禁”、“六个不准”新要求，加
强“三公”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加强日常监
督和责任追究，充分发挥纪律与规矩的约

束、规范和引导作用。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东侨工商

局坚持抓早抓小，围绕重点岗位、重点环节
开展提醒式教育，对党员干部及时拉袖子、
咬耳朵，做到露出苗头早提醒。党组成员
按月轮流带班，加强督查频率，采取即时通
报的形式，对违反制度规定的干部职工当
场作出处理决定，把考勤执行情况的通报
频率从每月一次，改为每旬一次，使通报的
考勤情况更加准确，更加醒目，更加能够起
到警示和促进作用，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

压线”，让规矩成为“高悬的铁戒尺”。
通过纪律和规矩教育，党员干部自觉

在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下修身律己用权、谋
事创业做人，干部执行力、协作力和创新
力明显提高。今年，东侨工商局运用工商
服务职能，在注册登记、品牌创建等方面
为企业提供行政指导，奇隆翔公司的“大
翔”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
名商标，全市率先实行“一照一码”登记工
作……一项项的努力，更好地服务了群
众、服务了基层、服务了发展。□ 林凌玲

福鼎海田村：

多措施扎实推进
基层党建工作

霞浦洪江村：

实施道路硬化工程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东 侨

在职党员服务社区进入“微”时代

东侨工商局：

守纪律讲规矩 提升服务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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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何焱红） “有了这条新修的环城
路，村里的海带、紫菜生产用车都可以绕开村里
了，现在村子越来越整洁了。”12月 3日，霞浦县
长春镇洪江村村民吴进喜兴高采烈地告诉笔者。
目前，该村环城路已全面投入使用，同时村道两
旁的人行道路工程建设也已竣工。

霞浦县洪江村位于东冲半岛北部，全村共有
4750人，主要以养殖海带、紫菜和牡蛎为生。长
期以来，该村养殖海带和紫菜的生产用车通往海边
码头都需要经过村里，造成沿途海带和紫菜随风吹
过，纷纷扬扬，严重影响村容村貌，也影响了村民
的正常生活。住在洪江村的村民郜积连说：“生活
在这里这么多年，每天都有轰隆隆的拖拉机的声
音，现在有了这条环城路，生活真是清净多了。”

去年 9月，霞浦县委组织千名干部开展“四
下基层”活动，在全面大走访中，洪江村群众提
出生产用车应与生活区分开的建议。该建议立即
被采纳，并于今年被列为该县一事一议项目。洪
江村村民主任曾冲妹介绍说：“今年由县财政拨款
补助 18.1万元，剩余款项由洪江村两委牵头，向
县相关部门筹资 13.5万元，启动了洪江村环城路
硬化工程。该工程全长 580 米，总投入 31.6 万
元。”曾冲妹介绍说，目前洪江村在环城路硬化工
程结束之后，继续启动人行道工程建设，投入 76
万元，新增 20盏 LED路灯，700米人行道硬化目
前已全面竣工。

洪江村以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为契机，以特
色农业开发为依托，着力整治环境卫生改善群众
的生产、生活环境。今年以来，洪江村以治理

“脏、乱、差”为重点，深入开展以“三清六
改”，为主要内容的家园清洁活动，改善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优化了村庄人居
环境。

12月2日，笔者在柘荣县富溪镇前宅村中华鲟
养殖场，看到10多亩清澈见底的鱼池里，鱼儿自由
自在地畅游。

据了解，中华鲟养殖对水质、水温等条件要求十
分苛刻，而柘荣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环境优良，水
质一流，是养殖中华鲟的理想场所。近年来，养殖场
成立了合作社，吸收了村里困难群众共同养殖，带动
了邻近村民就业增收。

游松柏 吴小燕 摄

12 月 4
日，宁德师范
学院第六届科
技活动月暨第
一届专利成果
推介会在该校
图书馆学术报
告厅召开。据
了解，本次专
利成果推介会
签 约 项 目 17
个，签约项目
金额达 200 多
万元。

图为与会
人员参观该校
的科学专利成
果——高效能
强力虎钳。
本报记者
郑霄 摄

（上接A1版）
——义务教育：建立城乡统一的经费

保障机制
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定

额不断提高；实行城乡统一“两免一补”和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
可携带。“钱随人走”惠及1300多万农民工
随迁子女。

【社保养老】
——社保：近8000万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到位
承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提高 10%。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统
一由55元提高到70元。

落实追踪：目前，全国近 8000万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全部发放到位，
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达到 2200多
元。全国 1.46亿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从每人每月 55元提高至 70元，有
27个省级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
国标准之上增加了基础养老金，提高后的
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超过100元。

——延迟退休：将适时向社会征求意
见

人社部表示正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
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方案正在抓紧
制定中，将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理财】

——购买新股：重启 IPO打新免预交
承诺：2015年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

革，适时适度增加新股供给。
追踪落实：在出台一系列完善股市

监管政策后，证监会 11月宣布将完善新
股发行制度，重启新股发行。针对巨额
打新资金取消现行新股申购预先缴款制
度，改为确定配售数量后再进行缴款。
此举可大幅减少投资者打新时需动用的
资金量。

——银行理财：存款保险守卫百姓存
款

承诺：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促进互联
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
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中央银行
利率调控框架；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

追踪落实：《存款保险条例》5月 1日
正式施行，百姓银行存款多了一道安全保
障；7月 18日，人民银行等 10部委联合发
布《关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给互联网发展之路指明方向；8月 25
日央行宣布放开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
利率浮动上限，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已接近收官；国办 11月印发《关于加强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提
出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大权利，让百姓理
财投资更放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东
部时间11月30日正式批准人民币纳入特

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更
加稳定，百姓口袋的人民币全球购将更加
便利。

【出行出游】
——景区治理：打破5A级景区“终身

制”，门票一年内不得涨价
承诺：国家旅游局提出，管住乱涨价，

建立警示制度。
落实追踪：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景

区因存在价格欺诈等问题被取消5A级资
质，丽江古城景区等6家5A级景区被严重
警告，首次打破5A级景区“终身制”。9月
8日，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通
知，明确各地景区一年内不得涨价。

——交通出行：基本实现高速公路
ETC全国联网；全国新增7974个建制村通
客车。

承诺：在全国基本实现高速公路电子
不停车收费联网；在符合条件地区新增通
客车建制村2000个，使农村客运通车比例
达到93.2%。

落实追踪：除海南、西藏外，全国29个
省份实现了高速公路ETC的联网。截至
10月底，全国ETC用户达到2515万，有效
缓解收费站拥堵。

全国新增7974个建制村通客车，提前
并大大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全国14个省
份的建制村通客车率超过 95%，北京、河

北、辽宁、吉林、江苏的农村客运实现了建
制村全覆盖。

【网络通信】
——提速降费：宽带和移动流量平均

资费下降超过30%
承诺：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2015年

内移动流量单位带宽平均资费水平下降
30%。

落实追踪：取消了京津冀漫游费和长
途费，出台了面向所有用户的套餐内流量
当月不清零措施，降低了热点国家国际漫
游资费，固定宽带和移动流量平均资费水
平下降均已经超过30%。

——实名制：实现九成以上电话用户
实名登记

承诺：在2015年年底前全部电话用户
实名登记率达到 90%以上。继续强化垃
圾短信治理。

落实追踪：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
3000余万老用户补登记工作，全部电话用
户实名率年底可望达到90%；工信部配合
公安机关对 10万余个涉及违法犯罪的电
话“黑卡”号码及时进行了关停。截至 11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拦截垃圾短信超过
40亿条，日均垃圾短信投诉量较 2013年
日均垃圾短信投诉量下降超过50%。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车玉明 韩洁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