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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侨开发区

创文明城 迎省运会

近 年 来 ，
周宁县立足滨
海亚高原生态
旅游县发展定
位，策划实施
全域旅游攻坚
项目 75 个，总
投 资 约 13 亿
元。今年，该
县以全域旅游
为引领，精心
实施仙风寨森
林人家、芹山
湖旅游综合开
发 等 46 个 旅
游项目，并于
7 月份投入运
营，为游客提
供步游、骑行、
露营、摄影、采
摘等多种休闲
旅游形式。图
为总投资 1 亿
元的仙风寨森
林人家项目。
兰林兴 摄

本报讯（记者 叶陈芬） 为推动
宁德军民融合建设，在市委、市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宁德市天海军民
融合装备与信息技术研究院正式成
立，于 8月 21日举行揭牌仪式。

据介绍，该研究院是由天海防
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创东方川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
建省国宏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发起，
旨在为“民参军、军转民”提供服
务平台，并对新材料、新能源、新
工艺在军事上的应用进行研究，同
时为企业提供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咨
询与法律服务保障。

揭牌当日，研究院召开了第一
次军民融合需求与技术研讨会。会
上，相关企业介绍了军工技术转化
民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形成了一
批预研项目。

我市成立天海军民融合
装备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寿 宁

本报讯（周茂金）8月 21日，在寿宁县凤阳镇官
田村，47岁的种植户缪义良脸上洋溢着笑容，想要
扩大种植规模的他一直被贷款难、担保难绊住手脚，
当天，该县民富中心与农信联社助力凤阳锌葡萄产
业发展签约仪式后，他现场就成功办理了贷款 10万
元，官田村共有20户农户成功办理贷款239万元。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农户贷难问题，寿宁通过县
财政出资 1000 万元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采取

“政府+银行+民富平台+合作社+社员”的风险分担
机制，有效分散、转移贷款风险。目前，通过与农信
联社、刺桐红村镇银行合作，已办理贷款 356万元，
正在办理贷款265万元，惠及农户80多户。

今年以来，该县民富中心还以“搭建一个平台、
发行一张卡、做好一项服务”的“三个一”工作重点，
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模式，通过盘活农村未
确权资产，逐步建立一个县、乡、村“三级贯通、横纵
有序”的沟通政府、银行、合作社、农户的“民富中心”
网络，积极构建集金融服务、精准扶贫、便民服务、产
业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使相对分散的支农
政策形成合力，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帮助政府各项
优惠政策更好地落地实施。创新推出民富卡，充分
发挥该卡随用随借、周转循环的优点，做活做优小额
贷款，截至 6月，共发放富民卡 11367张，其中“精准
扶持卡”366张，授信金额 505万元。同时，建立订单
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物流配送体系服务，实现产、
供、销一体化，摆脱对第三方电商平台商业资源的依
赖，助推寿宁县域输血型扶贫向造血型扶贫转变。

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解决农户贷难问题

公 告
居民冯细平于 2016年 6月

20日早晨 4时左右，在宁德市
蕉城区漳湾镇王坑村半山北弄
26号门口捡拾到一名女性婴儿。该婴儿
用纸箱装着。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出生日
期：“ 2016年 6月 8日出生”。婴儿身体无
明显特征。由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请该婴儿的生身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证明前来认领，逾期将视为弃
婴，依法安置。联系电话：0593-2822769。

特此公告。
蕉城区社会福利院
2017年8 月22日

坟墓迁移告知
福建天地人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福建（古田）有机茶树菇菌包培

育及食用菌产品初、精深加工生产基地项目，选址在古田县平湖镇赖墩村
张家垅位置。占地面积 198亩，土地坐落：东至 921县道、西连乔西山、南靠
西垅村、北邻后门堂区域建设。该项目属古田县委、县政府重点招商项目
之一，项目建设为福建省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企业与
村委会已签订项目土地流转合同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因项目
工程建设的需要，项目建设筹备领导小组决定对该项目用地红线图范围内
所涉及坟墓，要求户属主进行迁移，若逾期没有迁移，企业将动工建设，造
成今后其他原因由逾期者自行承担，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要求迁移时间：自坟墓迁移登报（张贴）告知之日起两个月内。
二、要求迁移对象：所涉及在项目用地红线图范围内的坟墓之户属主。
三、坟墓迁移补偿：所涉及坟墓户属主在约定时间内及时与项目建设

筹备领导小组联系，协商解决。
联系地址电话:福建古田县平湖镇赖墩村（省农民创业园）0593－

3785555 17705931155
古田县平湖镇赖墩村村民委员会
福建天地人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1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宁德永宏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4日股
东决定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
权人均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少平 联系电话：13850383038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宁川路 26号丰利大

厦1幢702
宁德永宏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王少平 副组长：董学化
2017年8月22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福安市禾川电器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18
日的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
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国清 联系电话：18950519651
联系地址：福安市阳头街道工业路 113 号

福安市禾川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陈国清 成员：陈旭东

2017年 8月 22日
本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3500163130，发

票号码：07136650，声明作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7年8 月22日

本经营部遗失福建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500163320，发票号码：29821760、29821761，声明作废。

霞浦县李海轮胎经营部
2017年8 月22日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受执法部门委托，我司定于 2017年 8月 30日（星期三）15

时 30分，在宁德市八一五中路 1号东方国际大饭店 6楼 2#会
议室公开拍卖：“闽霞渔运 01176”涉案船舶一艘。有意竞买者
请与我司联系、看样、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8月29日17时
看样时间、地点：2017年8月24日、25日于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13860634070、0593-2038966
宁德分公司地址：宁德市东侨开发区福宁北路 5号水岸阳

光1幢1504室
总公司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国货东路397号翔达大厦4层

福建信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黄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林从善与被告黄小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取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其中，原告要求你偿还原告
欠款本金 40000元整，利息 29800元整。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如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8 月22日

黄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德市御德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黄小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其中，原
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 696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10时 00分（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8 月22日

黄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林从善与被告黄小林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对你无法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其中，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2015年7月21
日至2015年8月31日工资款计4100元（工资证明单已
签），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0月12日工资款计4200
元（工资证明单已签）共计8300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8 月22日

罗俊忠：
本院受理原告吴阿花与被告罗

俊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8 月22日

公

告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7年 8月 29日 15时 30分在

宁德市蕉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开标大厅公
开拍卖：位于古溪村书苑路 72号勤学楼 1层东侧 1
号店面三年期租赁权，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
标的展示、竞买登记、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截止至
8月 28日 17时 00分止。联系方式：蕉城南路 40号
锦绣名苑1幢19层，2985606（陈先生）。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本合作社遗失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 代 码 ：350925081607161，发 票 号 码 ：
01185835-01185844，声明作废。

周宁县咸洋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7年8月22日

本酒店遗失 2013年 2月 6日由福鼎市公安消防大队核
发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正
本，证号：鼎公消安检字【2013】第0007号，声明作废。

福鼎九度商品商务酒店
2017年8月22日

阮松松、杨瑶瑶夫妇遗失儿子
阮柏源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M350333039，声明作废。

挂失人：阮松松 杨瑶瑶
2017年8月22日

通 知
陈涛同志，你未经批准

擅自离岗，至今未归，无法
取得联系，现通知你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回单
位报到上班，逾期未归的一
切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柘荣县医院

2017年8月22日

通 知
魏瑞琴、叶建华、赵玉芬、吴雪

娟四位同志，你们未经批准擅自离
岗，至今未归，无法取得联系，现通
知你们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
内回单位办理辞职手续，逾期按相
关文件规定做辞退处理。

特此通知
柘荣县医院

2017年8月22日

本店遗失 2017年 7月 27日由东侨经济开发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350991600047520，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客佳基汉堡店
2017年8 月22日

遗失
声明

本报讯（陈小妹 林凌玲）8月 18日，
来自市国资委、市环保局、市住建局等多
家兰亭社区驻区单位的志愿者们，在逸
涛小区和东海商务广场周边，打扫卫生
死角，清除路边杂草，劝阻占道经营不文
明行为。这是自“创城”以来，东侨开发
区各社区与上级驻区单位结对共建的常
态化活动之一。

东侨开发区地处宁德中心城区，区
域内驻区单位较多。自“创城”以来，在
市挂片领导的带动下，区域内的驻区单
位走进社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参与
到创建工作中来，形成了共建共享的生
动局面。

创城结对共建从社区需求入手，建
立了岗位认领和项目需求对接两种模

式。岗位认领即社区设立文明新风践行
岗、环境卫生保洁岗等岗位，共建单位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后，填写岗位认领
表，不定期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而项目需求对接则是社区提出小区基础
设施改造、文体设施建设项目清单，由
共建单位认领，与社区共同研究制定解
决方案。

华侨新村社区今年拟建设社区综合
文化活动中心，但由于项目建设资金不
足，项目一直未启动。在市挂片领导的
牵线搭桥下，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市住
建局、市国土资源局等共建单位，认领了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建设需求，顺利
启动了该项目的建设。

“创城工作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

和义务，作为辖区的一员，我们通过与社
区共同开展项目对接及志愿服务活动，
可以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创城中来。”经常
到社区参加文明督导志愿服务的市住建
局刘群说。

为保障共建的常态性，市挂片领导
每月还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帮助社区协
调解决“僵尸车”、老旧小区整治等一大
批社区的“老大难”问题，给居民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以前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绿化带
被破坏后，没有及时修复，成为了居民的
垃圾堆放场，环境卫生非常糟糕。”住在
新世纪花苑小区的孙智麟告诉记者，如
今在驻区单位市国资委的帮助下，常年
堆积的垃圾被清运走，并及时补植了绿

化树，小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小区环境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的

居民参与到创城中来，在东侨兰亭社区、
侨兴社区、富春社区等社区，报名参加文
明志愿者督导队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
每天早、晚定期开展巡查，共同维护着城
市的环境。

自“创城”以来，东侨开发区各社区
共收到市区两级共建资金约 180 余万
元。下一步，东侨各社区将深化平台建
设，落实好与驻区单位的合作项目，促进
融合共建，带动全民参与，提升文明城市
创建水平。

结对共建文明宜居城市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陈华）昨日，记者
从市国税稽查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抽调全市稽查
业务骨干，联合公安、海关、人行等部门成立“打击骗
税和虚开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稽
查工作，严厉打击骗税和虚开发票违法行为。1至 8
月，全市立案查处 9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企
业，2 户移送公安追究刑事责任，共涉及发票 1093
份，金额1.05亿元，税额1641万元。

为强化打击力度，我市国税部门还开展税警协
作，提请公安提前介入，抽调稽查业务骨干 13人、公
安干警 16人成立“打虚打骗专项行动小组”。同时，
深入落实走逃（失联）企业外调取证工作，对 7户被
主管税务机关判定为走逃（失联）的企业，立即进行
相关文书的公告送达，并抽调 9名稽查人员，分成 7
个外调小组分赴北京、天津、广东、四川等地调查取
证，有效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

我市严厉打击骗税
和虚开发票违法行为

许天保同志逝世
原中共宁德地委副秘书长，享受地专级待

遇离休干部许天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8月20日13时50分在宁德市古田县逝世，享
年93岁。

许天保同志系山西平顺人。1925年 10月
出生，1944年 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 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上接A1版）
五年来，宁德市政协之友

联谊会在市委、市政府和市政
协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社
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紧密
团结广大会员和热心人民政协
事业的各界社会名流，积极
工作、主动作为，努力开创
政 协 联 谊 事 业 发 展 的 新 局
面，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显著
进 展 ， 社 会 影 响 不 断 扩 大 ，
为服务宁德改革发展大局、服
务市政协履职工作作出了积极

的努力和贡献。
兰斯琦指出，当前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对我市政协工
作和政协之友联谊会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新一
届市政协之友联谊会要深化理
论学习，保持思想常新；要充
分发挥优势，加强联络联谊；
要加强自身建设，永葆生机活
力。他表示，四届市政协也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联谊会开展各
项工作，努力为联谊会的建设
和发展站好台、补好位。

保障房成了“暖心房”惠及千家万户
（上接A1版）

“想不到我们也能住进这样的小区，电梯房
上下楼方便，房租每月只需交 300多元。”公租
户林淑爱说。对于我市推行的保障房政策，她
深有感触：“2014 年 4 月底摇号，同年 5 月看
房，同年 11月交房，这个速度我很满意。这么
便宜就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真的很幸福。”

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安居工程，并在原
有住房保障的工作基础上，吹响棚户区改造的
号角。不仅金涵小区，“十二五”期末，金马

小区项目也已完工，兰田小区棚户区项目基
本完成一期工程，完成棚户区改造 1983 户，
让更多急需保障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有
所居”。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加快保障
性住房建设步伐，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力争

‘十三五’期末实现保障房覆盖率达到中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的 80%，为建设宜居城市、实现

‘住有所居’作出更大贡献。”市住建局住房保
障科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