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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本报讯 （吴世昌） 8 月 20 日，福
鼎市环保局联合福鼎鸿爱义工团、福
鼎市桐北社区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广
场举办福鼎市 2017年生态环保百日攻
坚活动,并组织志愿者进社区开展环保
宣传。

据悉，本次活动组织了 30多名环
保志愿者向社区群众解答环保咨询、
办理环保投诉等内容，并且还组成四
个环保小分队，走街入户，宣传环保
知识，向广大群众宣传“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分发环保

法宣传册和环保袋 800 多份。参与活
动的市民纷纷表示要多参与此类环保
活动，不断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环保
知识，提升环保意识，为城市环境建
设贡献力量。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泡柠檬水喝，这种
饮品不仅酸甜爽口，而且有益身体健康。关
于柠檬水的功效，网上更是流传甚广。那
么，喝柠檬水对身体究竟有什么益处？

柠檬中富含柠檬酸和维生素C，可以
促进肌肤新陈代谢及抑制色素沉着，有

“美白”功能；柠檬还可以有效防止肾结石
的发生，维持骨骼的正常功能及起到润肠
通便的作用；另外，柠檬中的很多营养物
质有降低血压、血糖的作用，柠檬皮还有
祛痰的功效，且效果强于柑橘。

想尽可能地发挥出柠檬水的功效，还
需泡“好”柠檬。泡柠檬水，首先应该选用
新鲜的柠檬，新鲜的柠檬皮中含有较高的
类黄酮物质，如橙皮甙、柚皮甙等，它们都
是有益身体健康的物质，柠檬精油也主要
储藏在新鲜的柠檬皮里，用新鲜柠檬泡水

更有利于将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泡出来；
其次，泡柠檬时对水温也有要求，水太凉
泡不出柠檬的香味，若用沸水浸泡，则会
有较多的苦味物质溶出，因此将水温控制
在60℃至70℃较为适宜。

此外，喝柠檬水最好使用玻璃杯，不
宜使用塑料杯。因为柠檬中富含的柠檬
酸属于弱酸，再加上柠檬皮上含有脂溶性
精油，可能会使塑料中的成分或多或少地
融入到柠檬水中，长期饮用不利于人体健
康。 □ 市科协

多喝柠檬水好处多福鼎市开展生态环保百日攻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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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小妹） 昨日，记者从市气
象台了解到，今年第 13 号台风“天鸽”逐渐向
台湾东南部一带沿海靠近，21 日夜里起将给我
市带来风雨影响。

据了解，今年第 13 号台风“天鸽”21 日 14
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约 375 公里的西北
太平洋洋面上 （北纬 20.4度、东经 124.1度），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 8 级 （20 米/秒，热带风暴级）。
预计“天鸽”将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
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可能于 23日上午
在广东东部沿海登陆。

受“天鸽”影响，21 日 20 时至 23 日 20 时，
我市沿海东北风 5～6 级，阵风 7～8 级；闽东渔
场、闽外渔场、钓鱼岛渔场东南风 7～8级，阵风
9 级。22 日 8 时至 23 日 20 时，全市天气阴到多
云，有阵雨，部分中雨；其中沿海县 （市） 部分
大雨，局部暴雨。24日，全市天气阴有阵雨或雷
阵雨。25日至 28日，全市天气多云，午后有阵雨
或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
态及其可能对我市造成的风雨影响；沿海养殖设
备需提前加固，在外航行作业的船只需及时回港
避风。同时，要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可能引发的
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

台风“天鸽”将给我市
带来风雨影响金涵小区1814套保障房昨日抽签

经适房每平方米均价3230元,限价房每平方米均价4100元

夏日的夜晚，在寿宁县清源乡阳尾
村口纳凉的村民们，总会看见一支身着
制服、手持警棍的巡逻队伍，村民向他们
问好，他们报之以微笑。这支巡逻队是
村民自发组建的义务巡逻队。俗话说

“平安二字值千金”，正是这支义务巡逻
队扎根大山，默默付出和守护，让村民们
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阳尾村地处四个乡镇交汇处，小道纵
横，四通八达。昔日，该村的治安环境令
村民们担忧，偷盗、抢劫等案件偶有发生。

2015年 7月，70多岁老人张绍良，辛
苦采茶攒下的6000多元现金被偷。“钱被
偷后，老人的眼睛都差点哭瞎了，我们看
着难受，于是，就下定决心要为村里的治
安环境建设做点事。”阳尾村民兵营长、
义务巡逻队队长张裕华说道。

为加强村级治安管理，预防偷盗等
治安案件发生，2015年 11月 28日，阳尾
村两委牵头，民兵营长和综治协管员组
织成立寿宁县第一支由基干民兵和村民
组成的义务巡逻队。

巡逻队共有 10名成员，制定了严格
的执行规章制度。巡逻队每晚安排一名
值班长和两名队员，晚上 7时 30分准时
到值班室报道，然后开展夜巡，除了主村
外，三个自然村也都纳入巡逻范围。

巡逻队按照军事化管理，除了训练
外，队员外出需要请假，回村要及时向队
里报到。每年大年三十和春节，是防盗
防火的重要节点，实行全员值班，没有轮
休。“两年除夕都是巡逻到初一凌晨 5点
多才回家，尽管如此，家人都很支持的。”
队员张少锋说道。

这些义务巡逻队员，有商人、农民和
建筑工人，由于是义务兼职，队员在忙于

自己社会职业外，还要承担起守境安民
的责任，无疑是要付出更多。队员张恒
林、张华充、张少锋从未请假，满勤巡逻，
特别是张少锋，在妻子坐月子的时候还
坚持值班，也正是这种奉献，换来了村民
们的点赞。

“我家被偷的田鸭也是巡逻队帮忙
追回来的，小偷也被送到派出所处理
了。”说到巡逻队，村民张禹学激动地竖
起大拇指。

然而，最让队员们为之骄傲的是

2016年 3月 20日的那个夜晚。当晚 9时
10分左右，巡逻队在巡逻中发现盗窃家禽
的嫌疑人，开车追了两三公里才逼停嫌疑
人的摩托车，后来移交公安机关，深挖出
连带的42起盗窃案，案值10多万元。

除了义务巡逻，队员们积极参与到
村中救灾防火、扶贫助困工作中。“阳
尾村处于低洼地带，去年‘鲇鱼’台风带
来的强降雨，造成村庄被淹，巡逻队看到
险情后立即参与泄洪排水和转移人员工
作中。有他们在，我们很放心。”村民张

郑发说道。
“可不是，去年我家的房子失火了，

幸亏有巡逻队帮忙灭火，才避免造成大
损失。”村民张刘金搭腔道。

义务巡逻队扎根大山，守护平安，村
民们为之感动。近两年来，这支义务巡
逻队阻止了多起盗窃案件的发生，解决
家庭邻里纠纷 80余件，化解治安纠纷 40
余件，多次参与民房灭火和防汛抢险。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夏婷婷 文/图

扎根大山 守护平安
——寿宁县清源乡阳尾村义务巡逻队侧记

义务巡逻队开展巡逻。

本报讯（记者 缪星） 昨日，记者从团市委获
悉，为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帮助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力求将每
一笔助学款发放给最需要的贫困学生，团市委面向
全市招募 30名至 50名阳光助学行动志愿者，配合
调查走访各学生家庭贫困情况。

据了解，阳光助学行动志愿者招聘对象要求年
满 18周岁以上；热心公益事业，不怕困难，具有
奉献精神；思想品质优良，无不良嗜好，无违法乱
纪行为；认真完成走访，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
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基本素质。符合条件的人员可
通过关注宁德共青团微信，填写表格进行报名，报
名时间截止8月23日。

阳光助学行动志愿者要求要认真完成好贫困家
庭走访任务，实际记录走访后所见所闻，通过电话
摸底、走访调研、入户核查等方式认真核实贫困学
生家庭情况，在走访后提交实际情况调查表及照片
材料。若发现拟资助学生已获得其他资助的，需及
时与市希望工程阳光助学组委会联系，避免重复资
助。同时，因受助学生数量受社会捐资额的限制，
在推报过程中，要向申报学生做好解释工作，即明
确申报并不代表一定会得到资助。走访时间初步定
于8月下旬。

团市委招募
阳光助学志愿者

本报讯（朱乃章） 8月 21日，福鼎市点头镇
举办结对爱心助学座谈会，爱心助学代表与贫困大
学新生们互动交流，建立联络方式，爱心结对助
学。在现场，爱心助学代表为 7名贫困生发放一次
性 2000元或 1000元不等助学金，此外两个爱心社
团还将长期资助结对贫困大学生每人每月 500元生
活费直至大学毕业。

近 年 来 ， 福 鼎 市 点 头 镇 通 过 政 府 牵 线 搭
桥，引导社会爱心人士参与扶贫助学活动，帮
扶 困 难 学 子 渡 过 难 关 ， 帮 助 贫 困 学 子 圆 大 学
梦。此次结对助学活动由点头镇妇联、关工委
牵线，车友爱心社和宏亚爱心社共同参与，结
对资助当地今年考上大学的贫困家庭子女。在
结对助学之前，点头镇妇联及爱心人士一行人
利 用 节 假 日 的 时 间 实 地 走 访 贫 困 大 学 生 的 家
庭，调查确定资助对象。截至目前，车友、宏
亚爱心社已筹措助学资金 5.5 万元，结对帮助 15
名贫困生圆了大学梦。

福鼎市点头镇：

爱心结对助学
圆学子大学梦

本报讯（记者 郑舒）8月 21日，在宁
德市高级中学礼堂内，3651户候选家庭参
加了金涵小区 1814 套保障房的公开抽
签。据了解，本次金涵小区二期经济房和
限价房的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没有提价，
其中经适房每平方米均价3230元，限价房
每平方米均价4100元。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批候选人中，租房的人要远远多于买房
的人，占了候选人总数的七成。

36513651 户候选家庭参加抽签户候选家庭参加抽签
租房者远多于买房者租房者远多于买房者

31岁的汤陈文，老家在周宁咸村，来
宁德有五年了，是一名普通工人。他带着
老婆孩子一家三口租房，一个月光房租就
要花费800多元。

“房价涨得太快，超出了像我这种工
薪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我一直想要有
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给老婆和孩子更好
地生活，不想再租房子住了。去年得知我
的条件满足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条件，就去
申请了，希望今天可以抽中。”汤陈文说。

据了解，从候选人情况来看，本次共
有 3651户家庭符合申请条件。购买经济
适用房候选人 590户，其中符合市区保障
性住房管理政策规定的低保家庭、残疾
人、优抚军人、部队转业干部等享受优先
分配的购房对象25户；购买限价房候选人
449户，其中享受优先分配对象 30户；公
租房候选人2060户，其中享受优先分配对
象 63户；廉租房候选人 552户，其中享受
优先分配对象64户。

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介绍说，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候选人中，租房的

人要远远多于买房的人，其中公租房候选
人 2060户，廉租房候选人 552户，这两类
候选人就占了总数的七成。

可供配租配售房源可供配租配售房源 18141814 套套
公租房和廉租房房源相对有限公租房和廉租房房源相对有限

据了解，此次可供配租配售的保障房
房源共 1814套。其中经济适用房 236套，
限价商品房 278套，公租房 748套，廉租房
552套。

“从房源建设进度来看，已经是现房
的有金涵二期 236套经济适用房、278套
限价房和少量由于保障家庭已购买住房
退出的公（廉）租房，其余为金涵三期在建
经济适用房、公（廉）租房的期房。”市住建
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236套经济适用房，位于金涵
二期A区 39套，B区 197套，户型为二房一
厅，户型建筑面积约 65平方米；限价商品
房 278 套，位于金涵二期 A 区 13 套，B 区
265 套，户型为三房两厅，建筑面积约 90
平方米。目前基本建成，正在进行配套建
设；公租房 748套，位于金涵三期，户型为
二房一厅，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目前基
本建成，正在进行配套建设；廉租房 552
套，位于金涵小区三期，户型为二房一厅，
建筑面积约 50 平方米，正在进行配套建
设。

“从保障房房源与候选人的比例来
看，这批房源还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
公租房和廉租房，‘十三五’期间尚未制
定建设计划。”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
人说。本次可供分配经济适用房房源与
候选人的比例为 1∶2.5；可供分配限价房

房源与候选人的比例为 1∶1.62；可供分配
廉租房房源与候选人的比例为 1∶1；可供
分配公租房房源与候选人的比例为 1∶
2.75。

由于房源有限，为避免因候选人抽
中选房顺序号之后又放弃购买，造成房
源空置的情形，此次公租房和限价房这
两类房准备了一些备选对象。“此次按公
共租赁住房房源数量 748 套的 10%比例
增设备选对象 75 户，按限价房房源数量
278 套的 20%比例增设备选购房对象 56
户。若抽出的对象中有人放弃，便将通
知相应的备选对象按次序参加选房。”该
负责人说道。

经适房和限价房未提价经适房和限价房未提价
经适房每平方米均价经适房每平方米均价 32303230 元元

据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介绍，
金涵小区二期经济房和限价房的销售价
格保持不变，没有提价。

金涵小区二期经济适用房平均售价
为：A 区为 2973 元/平方米，B 区为 3230
元/平方米；限价房平均售价：A区为 3920
元/平方米，B区为 4100元/平方米。层数
之间的差价原则上按每层每平方米 20元
定价（以中间层为均价，往上每层比下一
层增加 20元，往下每层比上一层减少 20
元）。由于公租房和廉租房不是现房（三
期的），目前属于预分配，租金标准尚未
确定。

“此次二期保障房房源 2017年 9月份
交房，三期经适房、公租房和廉租房于
2018年春节前交房。”市住建局住房保障
科负责人说。

88 月月 2828 日起领取准购证日起领取准购证
入围申请人不要错过入围申请人不要错过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抽签仍采用
乒乓球随机抽签办法。抽签结果在抽签
现场确认。抽签结果及购房的相关事宜
于 8 月 22 日起在《闽东日报》、宁德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网(http://www.ndjsj.gov.cn/)、
宁德网等媒体公示 7日，不再另行通知。
本次抽签，抽出的是参加选房的顺序号
码。

值得注意的是，抽出的经济房、限价
房购房对象，在8月23日、24日、25日到金
涵二期工地现场查看户型等情况。公示
期满，申请人于 8月 28日至 8月 30日三日
内前往市住建局 6层保障房中心领取《准
购证》和选房通知单，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将通知相应的备选购房对象按次序参加
选房。根据选房办法，已获得此次选房资
格但不参加选房的，视为放弃，5年内不得
再申请保障房。

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表示，
在此前保障房的购买过程中，存在着退
房的现象。一些购房户交了首付，办了
按揭贷款手续，还申请退房。为了避免
少发生此类情况，提醒市民，在选择购买
还是租赁保障房时，一定要先考虑清楚
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注意购买经济适
用房和限价房在办理产权登记后 5 年方
可上市出售，且出售时应缴交一定比例
土地收益的限制投机政策规定，以及征
信不良（7次不良还款记录）、年龄超过银
行还款年限（约 60周岁），只能一次性付
款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