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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8 月
22日至 2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徐谦带领执法检查
组到我市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执法检查。市领导金敏、雷维善、
林月玲等参加相关活动。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福鼎
市、霞浦县，实地察看福鼎市供销
社五里牌农药经营部、福建品品
香茶业有限公司、店下镇农产品
质量监管中心、恒润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霞浦县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站、万丰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一嘉海带苗业有限公司,详
细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情
况及存在问题，并召开执法检查
汇报会，听取市、县（市）政府工作
汇报及相关部门、基层单位的意
见建议。

徐谦对我市贯彻实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近年来宁德市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体系、可追溯体系、农资
监管体系已逐步建立，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他要
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正视存在问题，不断强化工作
责任，提高工作水平，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他强调，要提高食用
农产品检测抽样的品种、产地覆
盖面和随机抽检率，引导更多龙
头企业，通过推广品牌经营、标准
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提高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要强化农产品
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和农资监管
平台建设，扩大追溯监管覆盖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可信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和
谐。要进一步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加强上下联系、横
向沟通，整合检测资源，形成监管合力，用最严谨的
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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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 ，
在位于市区南岸
公园附近的金马
大桥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加紧
桥面施工。据了
解，金马大桥横
跨 东 湖 塘 ，长
1080 米，连接东
湖南北岸，主体
工程建设将在本
月底完工。该桥
通车后，将大大
缩短东湖北岸到
东 湖 南 岸 的 距
离，缩短宁德火
车站与宁德汽车
南站的距离。
本报记者郑霄摄

本报讯（记者 杨洋）8月 24日，市政协主席兰
斯琦带领市老区促进会和市民宗局、交通局、农业
局、水利局等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蕉城区霍童镇
开展少数民族乡村和老区基点村建设发展调研。

兰斯琦一行先后深入霍童镇上洋村、坑头村、八
斗村，通过走访群众、实地察看、座谈交流等方式，详
细了解少数民族乡村和老区在发展建设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兰斯琦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交通
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少数民族乡村和老区基点村建
设发展相对滞后。他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学深
悟透中央、省、市出台的扶持政策，采取行之有效措
施，千方百计解决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要多方筹措资金，采取一村一策，不断完善少数民族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加
大资金扶持、技能培训、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力度，
增强少数民族乡村的“造血功能”。要挖掘宣传民风
民俗，举办特色节庆活动，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乡村
特色文化。

调研期间，兰斯琦还走访慰问了少数民族乡村
的部分精准扶贫户。

市领导赴蕉城开展少数
民族乡村和老区建设调研

本报讯（记者 茹捷）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
8月 18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在我市
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纷纷围绕法治
话题展开热议。

市司法局科员蔡锦枫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她
将进一步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忠诚履行好宪法赋
予司法行政干部的神圣职责，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
众的合法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法律援助、医患调
解、司法鉴定等司法行政领域感受到公平正义，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微薄之力。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们要积极推进法治
建设，将法治建设深植于骨髓，在基层切实形成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氛围，让法治信仰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
形，让群众真正信任法治，信任政府。”霞浦县松城
街道基层干部罗李春说。

“依法治国的观念需要从小培养起。少年儿
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需要从小给学生灌输法律
观念，让他们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霞浦县
青年教师邓莉说。

我市干部群众热议《法治中国》

“城市的脸，市民的腿”，生动地诠释
了公交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今年，我市主城区公共交通建设动
作频频。在侨兴路、薛令之路、疏港路等
路段新建、改建20个公交候车厅，将新增
30辆纯电动公交车；优化调整一批公交
线路……一系列举措不无显示着我市在
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上的坚定决心。

公交行业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窗口，承担着服务城市发展、方便百姓
出行、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社会责
任。近年来，我市将加快发展公交事业列
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不断加大对主城区公
交事业的投入。主城区公交线网密度不
断加大、公交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稳步提

高，为改善人民群众基本出行、推动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车更新了，线更密了，这是近年来市
民们对主城区公共交通发展最直观的感
受。2015年，我市主城区有营运线路 20
条、公交车辆 250多辆。目前，我市公交
营运线路已增至 24 条，公交车数量达
302辆，年客运量达6000万人次。

新变化带来新感受，群众最有发言权。
正在汽车南站公交站台候车的市民

陈悦书告诉记者，虽然他早已购置了私
家车，但出门办事仍时常会选择乘坐公
交车。“主要是方便，像我现在去火车站，
就有 18路、22路等多条线路可以选择。
而且等候的时间也不长，两三分钟就等
到车了。”正说着，22路公交车进站了，陈

悦书向记者挥手道别。
享受到民生“红利”的不只是普通市

民。在主城区公共交通建设中，我市还
充分考虑重点企业的交通需求。

宁德新能源建立伊始，22路公交车
便驶进了新能源员工的视野。让该公司
员工第一次享受到了公共交通带来的便
利。而随着新能源公司的快速发展，公
交线路、车辆配套也稳定跟进。2012年、
2013年，市公交公司分批投放共 20辆公
交车至 22路公交线路，使发车间隔由 2
个小时逐步缩短至目前的 5分钟……今
年8月1日，新增36路公交鹤峰停车场至
新能源湖西园区公交线路，使抵达新能
源的公交线路增至3条。（下转A2版）

方便百姓出行 服务城市发展
——我市全力推进主城区公共交通建设

本报记者 茹捷

本报讯（记者 吴建明）8月 24日，市
委书记隋军赴霞浦县调研扶贫工作，深入
乡村和贫困户家中了解脱贫工作进展情
况，检查指导推动霞浦县脱贫“摘帽”工
作。市委副书记林文芳一同调研。

走近崇儒乡霞坪村口，就可看见一丘
丘的荷花开得正盛，绵延到村边。霞坪畲
族村把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扶贫相结合，
流转村口40多亩田地种植荷花，吸引远近
游客。沿着田间的木栈道，隋军边走边看
边问，对村里的发展思路及雇用 5户贫困
户参与荷花种植管理，在莲子、莲藕收获
时给予 40%分成予以肯定。“建档立卡贫
困户 6户 27人，是什么原因致贫？有多少
劳动力？都有哪些脱贫措施？她细致地

询问了解，希望村里进一步做好农旅结合
文章。崇儒乡针对一些畲族贫困群众经
济基础差、致富能力弱的情况，把全乡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33户畲族贫困户联合
起来成立富畲农业专业合作社，投资约 80
万元在岚下村湖岭尾购买丰产期葡萄约
70亩，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增收近万元。
正是采摘时节，站在葡萄园边，隋军向乡
村干部、收购商了解情况、算收成账，肯定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新模式，为缺劳力的贫
困户、病灾户脱贫提供了可借鉴的办法，
可以以一村一乡为单位进行探索推广。

在岚下村四坪岗自然村，隋军来到贫
困户雷开法家。36岁的雷开法家中 5口
人，住在破旧简陋的木房子里，祖父母和

母亲都患病，家里收入靠父亲务农和他自
己从事拖拉机运输，但收入不稳定。隋军
要求挂钩帮扶的乡领导，帮助因地制宜选
准脱贫项目，抓紧帮助修缮危旧房子、添
置一些家具和日常用品。在因病致贫的
贫困户钟钗银家里，隋军详细询问了解情
况，要求挂钩干部想办法帮助钟钗银丈夫
介绍一个本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更好地
照顾家庭。县乡对治病的费用要妥善帮
助解决。

松港街道佳湖村锦洋造福工程点工
程二期年底将竣工，共可安置易地搬迁户
240户。隋军详细了解贫困户的投入成本
等，要求按城市社区管理，完善有关配套，
并着力解决好就业、就医、就学等后续发

展关键问题，确保群众搬得出、住得下、稳
得住、富得起。

座谈会上，隋军听取霞浦县扶贫工作
汇报和县乡的意见建议。就做好下一步
脱贫攻坚工作，她强调，一是脱贫进入冲
刺阶段，务必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脱贫
攻坚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县乡领导班
子、党员干部要思想认识到位，按照中央
和省里的要求，以只争朝夕的责任意识，
下定决心，瞄准目标，把工作做得更细更
实，坚定不移打好脱贫攻坚战。乡镇党政
和纪委要发挥尖兵作用，把脱贫攻坚工作
当作为只能打赢、不能失败的硬任务，进
一步把进村入户工作做扎实，创新方式方
法，提高工作有效性。 （下转A2版）

一线“解剖麻雀”力促脱贫“摘帽”
隋军赴霞浦调研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吴建明 杨菲菲）24日下
午，市政府与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举行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隋军、中国银
行福建省分行行长杨展鹏等出席签约仪式。

隋军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对中行福
建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宁德重点项目建
设、实体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工程等方面
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她说，中行福建省
分行把宁德作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和业
务发展的重点支持区域，未来五年给予意
向性融资1000亿元，重点支持我市重大产
业、民生工程、园区建设，以及行业龙头企
业、中小微企业等，这次还与多家企业签

约，充分体现了对宁德的支持和信任。双
方要以此为契机，认真落实协议内容，推
动合作朝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
发展。希望中行福建省分行在“开发三都
澳、建设新宁德”、建设三都澳滨海新区新
城，民生社会事业补短板工作，优化区域
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帮
助。我们将认真履行好协议职责，在信息
共享、项目推介和维护银行债权等方面予

以全力支持与协作，为中国银行在宁德发
展提供更优、更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杨展鹏说，随着环三战略的深入实施，
宁德的发展速度加快、空间不断拓展、潜力
持续显现。此次协议的签署是双方深化战
略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行福建省分
行将以此为契机，把宁德作为全省重点及
优先支持地区，依托中国银行整体优势，对
宁德市重点工程、重大建设项目开设绿色

通道，对传统产业振兴、中小微企业融资实
行快速审批，加大力度参与民生工程建设，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为宁德
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出席签约仪式的还有市领导冯桂华、
缪绍炜、王金柱，中行福建省分行领导王
晓、黄慧艳等。签约仪式上，中行宁德分
行还与我市水产、茶叶、食品等行业8家企
业签署合作协议。

市政府与中行福建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