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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茹捷通讯员罗李春）8月
11日上午，霞浦县松城街道精准扶贫工作队
队长赖惠娟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一同来到
马洋村6户贫困户家中开展定期跟踪回访，
了解村民生产生活现状以及脱贫进度。

马洋村洋尾厝的兰兴妹是此次回访
的第一个对象。看到赖惠娟一行的到来，
兰兴妹显得格外高兴。“多亏了你们的帮
助，生活才有了奔头。”在交谈中，兰兴妹
不无感触地说。

65岁的兰兴妹是村里低保户，多年来
她与儿子相依为命。但由于儿子患有重
症肌无力，全家的生活仅靠兰兴妹打些零
工勉强维持。“最困难的时候，家里过年连
买斤肉的钱都没有。”兰兴妹回忆说。

2014 年，兰兴妹被列为精准扶贫对

象。街道多方协调为其申请贷款 1.6 万元
入股滩涂养殖，并在该县公交公司为兰兴
妹的儿子找到一份轻体力的工作。在街
道干部的倾力扶持下，如今兰兴妹一家的
生活已有明显改善。“虽然不能说是小康，
但也已经衣食无忧了。”兰兴妹笑着说。

在松城街道，兰兴妹一家的变化并不
只是个例。据了解，该街道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60 户 163 人。今年以来，松城街道
以“五个一批”（发展产业脱贫一批、转移

就业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资产
收益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为抓
手，因户施策，“精准滴灌”，为贫困户拓展
增收渠道。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采取
合作社帮带的方式帮助发展水产家禽养
殖、蔬菜瓜果种植等稳定增收项目；对有
一定劳动能力的，则实行“家门口就业”工
程，介绍其进城或加入扶贫合作社务工；
对列入搬迁规划且有搬迁意愿的，实施造
福搬迁；对自主创收能力受限制的，引导

其以资源入股、资金参股等形式，获得分
红实现脱贫；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则
通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
政策有效衔接，实现兜底脱贫。此外，该
街道还整合辖区内公益性岗位15个，优先
安排贫困户上岗就业。

“下一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贫
困户的精准帮扶力度，并展开全面‘回头
看’，确保街道辖区内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年内全部实现脱贫。”赖惠娟说。

王碧如、钟候银夫妇遗失儿
子钟飞扬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H350484238，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碧如 钟候银
2017年8月16日

郑文斌、何明夫妇遗失女儿郑彩虹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350117965，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文斌 何明
2017年8月16日

本经营部遗失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通 用 机 打 发 票 两 张 ，发 票 代 码:
135091270041， 发 票 号 码 ：
01783458-01783459，声明作废。

福鼎市强辉陶瓷经营部
2017年8月16日

本店遗失 2009 年 6 月 20 日
由周宁县国家（地方）税务局核发
的 税 务 登 记 证 正/副 本 ，税 号 ：
352230196312041812，声明作废。

周宁县彭家堂副食品店
2017年8月16日

陈伟章、洪樱夫妇遗失儿子
陈雨阳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L350365905，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伟章 洪樱
2017年8月16日

本公司遗失2016年4月21日
由宁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电
子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91350900696645463F，声明作废。

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6日

本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章文：中
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温
福），声明作废。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6日

谢锦春、王丹夫妇遗失女儿谢玉
琳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D350194266，声明作废。

挂失人:谢锦春 王丹
2017年8月16日

本店遗失2012年8月8日由宁德市
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50998L51239380，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鹿城达芙妮鞋店

2017年8月16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
外，在规定的期限内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不
具备相应开发资质的、非福安市域内的申请人竞得土地后，可在 90 日内在福
安市注册登记具有相应开发资质的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建设。申请人竞得地
块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必须明确公司的出
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7
年 8 月 16 日 8:00 至 2017 年 9 月 4 日 17:00 前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福建三福
拍卖有限公司代表处获取拍卖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7年9月4日 17:00止（以到指定银行帐户时间为准）。

五、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7年9月5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拍卖会定于 2017 年 9 月 6 日 10:00 在福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号
开标厅举办。

七、其他事项。
1、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的出让人为福安市国土资源局，具体组

织实施由福安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福建三福拍卖有限公司承办。
2、本次拍卖地块的竞买人必须达到二人以上（含二人），若不足二人，该

地块的拍卖活动自动终止。
3、出让宗地在成交后 3 个月内交付给受让人开发建设。宗地按现状交

付使用。
4、拍卖成交价即为该幅地块的总地价款，不包括契税、拍卖佣金及按规

定向相关部门缴纳的税费。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福安市棠兴路 806号（市民服务中心大楼 7层国土交易业务办

公室）
联 系 人：刘女士 张先生 蔡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557625 0593-6508588 0593-2130381
开户单位：福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山农村信用合作社
帐 号：9060 5280 1001 0000 3436 06

福安市国土资源局
福建三福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5日

经福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安政文[2017]394号），福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
以拍卖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福安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安国土资告字[2017]14号

宗地
编号

2017-04

土地
位置

溪潭镇
溪北洋
中心区
H地块

用地面积
(平方米)

68706.74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用地
批发零
售用地

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8－2.5

建筑
密度

≤
30%

绿地
率

≥
25%

出让年
限

城镇住
宅用地
70年，
批发零
售用地
40年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0495

遗失声明

8月13日，在福安市松罗乡柳溪村成
增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香樟林间，朵朵黄色
的金花茶花朵怒放斜阳里，耀眼夺目。

“别看这小小一枝花，一朵市场价
值就 100 多元！”合作社负责人柳成增一
边采摘，一边向记者介绍着这价值不菲
的花。

金花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960年
在广西首次发现，因其是一种古老的植
物，结果率极低，素有“茶族皇后”和“植
物界大熊猫”的美誉。金花茶富含天然
有机锗、硒、钼、锰、钒、锌等微量元素，以
及茶多酚、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具有极高的经济开发价值。

两年前，老柳专程从广西原产地引
进金花茶苗木。在林间试种成功后，相
继投资200多万元，发展了300多亩。

“6 公斤鲜花晒成 1 公斤干花，目前
市场行情每 500 克干花能卖 8000 元至 1
万元不等 。”在老柳眼中，金花茶全身是
宝，不仅花，种下 3 年后可收成，5 年后亩
收入在2万元以上，其叶子还可以提炼成
浓缩液，一吨价值近百万元。

目前，这里的金花茶已零星开花，进
入初产期。发展前景，老柳信心十足。

不走“寻常路”，专攻“珍奇特”，其实
老柳不是头一回了。

2009年，老柳成立合作社，专门种植
金丝楠木、罗汉松、竹柏、香樟等珍稀树
种以及绿化苗木，面积达 1200 多亩。林
子大了、林木高了，林下的空间还闲着，
老柳又琢磨起了林下种植。

“随着林木的成长，林间已形成了独
特的森林小气候，十分适合喜阴类中药
材的生长。”老柳说。

最早“安家”林下的，是仿野生铁皮石
斛。与常规种植不同的是，老柳对接福建

林业科学院、福建农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
高校技术，不接土地，不用土壤，树干当田
地，成功将铁皮石斛种植在香樟树上，使
其在树干上扎根生长，“树药合一”。

“尽管这种新模式种植的铁皮石斛
产量仅为大棚栽培的一半左右，但其所
含的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含量则高、
优于大棚，价格是大棚栽培的近十倍，身
价尽显。”老柳介绍说。

目前，老柳已发展种植铁皮石斛、养
蜂等林下种养项目400多亩，年收益二三
十万元，再加上重头的绿化苗木、珍稀苗
木等年销售额 300 多万元，可谓林上、林
下“双丰收”。

林下套种，沃土生金。老柳的增收
故事，是福安林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
缩影。

福安属典型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森林覆盖率达 67%以上，现有林地面
积193万亩，其中生态公益林67.67万亩，
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
件。目前，福安已发展林+药、林+果、林+
养、林+游等多种模式的林下经济面积 13
万亩，3 万户林农参与经营，实现产值 5
亿元，“一村一品”“一乡一特色”的林下
经济发展格局初显，“不砍树，也能富”的
林业发展新观念、新模式氛围浓厚。

立体种植 林下“生金”
——福安松罗乡成增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增收故事

本报记者 王志凌 文/图

柳成增成功引种的金花茶已进入初产期

本报讯（记者 茹捷）8 月 15 日下午，市委统一
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市民主党派工作座谈会。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林鸿，民盟宁德市委会主委、副
市长黄建龙，民建宁德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王
代忠，九三学社宁德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市
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黄家盛，民革宁德市委会主委、
市政协副主席刘国平以及农工党宁德市委会主委陈
梅和民进宁德工委主委陈仕嵩出席会议，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
交流了各民主党派组织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
作安排，并开展了讨论。林鸿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
派组织上半年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效，分析了当前
党派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就做好下一阶
段工作强调要强化引导、凝聚共识，不断巩固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氛
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宁德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亲历者、实践
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顺应形势、加强建
设，不断提升参政履职能力水平，努力建设成为充满
活力、高素质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提
升认识、落实责任，凝聚多党合作工作强大合力，推
动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加快发展。

全市民主党派
工作座谈会召开

近年来，市人社局始终坚持规范管理，稳步推进
人事制度改革，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人事管
理科学化水平。

规范人事考试，公务员考试及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全过程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管理，做到有
章可循、有制可依，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打造阳
光诚信人事考试体系。上半年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计划 1741 名，已进入拟聘用阶段；计划录用公务
员和参公人员 315 人，已进入考察录用阶段。建成
标准化面试考场，提升社会化考试服务质量。

规范职称评审，下发宁德市 2017 年度中初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计划，进一步细化各
系列职称评审资格审核、评审工作程序，充分发挥各
行业主管部门作用，切实负起职称评审资格审核把
关责任，加强对报评报考人员资格证书的认证审定，
维护职称评审工作的严肃性。上半年向省厅推荐正
高级51人、副高级127人、中级23人、助理级18人申
报评审。转发确认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68人，批准确
认专业技术资格中级 109 人、初级 50 人。调整 20 个
任期届满的中级评委库，推荐上报土建、林业、卫生、
环保、质量等专业高级评委库人选。

规范评比表彰，充分发挥奖惩工作激励教育作
用，积极推动各系统先进的评选、推荐与表彰工作，
上半年推荐全国先进集体8个、先进个人19名，全省
先进集体16个、先进个人100名。

规范津贴补贴，按照“1+X”专项督查工作的统
一部署要求，牵头组织、监察、财政等部门常态化开
展机关事业单位津补贴发放情况专项督查。上半年
对市直单位组织了 4轮抽查，共抽查 17个部门 89个
单位。

下阶段，市人社局将进一步优化人事服务，提升
人事管理工作水平。按照省厅部署，稳慎实施行政
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分类改革，做好公安机关
执法勤务机构警员、警务技术职务序列改革相关工
作。以公务员作风和能力建设为重点，深入实施公
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程，完善公务员诚信红黑名单
制度，推进公务员平时考核试点，强化考核结果运
用，建立公务员正向激励机制。完善事业单位岗位
设置管理，推进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认
真组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

□ 高心如

市人社局：

规范管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 通讯员 吴
微）“我想生二胎，需要办理准生证吗？”
8 月 14 日，柘荣县富溪镇富溪村村民吴
玉萍将自己疑惑发到了富溪村的便民微
信群里。“只要生育子女之前,到镇计生
办申请办理生育登记,就可以合法生育
二孩。”不到两分钟，村综治协管员游廷
建就为她作出了详细解答。

在开展入户走访活动中，富溪村两委
了解到村民对土地、卫计、医疗、教育等方
面的诉求日益增多。为解决这一问题，村
两委决定建立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延伸
服务“触角”。

“我们实行村两委轮流当职制度，对
群众咨询的问题当值人员必须在 5 分钟
内给予回复。”富溪村支部书记吴雄英介
绍，微信群里除了解疑答惑，还积极宣讲
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

目前，富溪村已有 200 多名村民加
入了村里的微信群并关注了微信公众
号，累计解决民生问题 200 余条。利用
微信搭建“互联网+村务”的模式，不仅
打通了基层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建
起了一个温馨便民的“微村落”。

因户施策实现扶贫“精准滴灌”

“互联网+村务”
延伸服务“触角”

近日，福安市爱故乡青年乡建服务中心正
式成立。据悉，该中心是我省首个以乡村建设
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社会机构组织。中心成立后
将为当地提供乡建人才教育培养、乡村规划设
计咨询指导、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传承、村志村史
挖掘编撰等多样服务，努力推动“三位一体”紧
密型合作社培育。 （杨洋 李莹）

霞浦松城街道

柘荣富溪

8月14日，记者在金漳路（福宁北路至王坑村段）看到，工人们正顶着烈日在划定道路交通标志线。据了解，金漳路是
连接金涵、东侨的城市主干道，其中，104国道（起点段）至福宁北路段已于6月30日通车，福宁北路至王坑村（终点段）目前
正在进行扫尾施工，预计将在8月30日通车。该路的全线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结构，缓解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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