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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产权单位：福建福发康明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地产坐落于：福安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
坑门里村，东至：规划坐标红线邻空地 ；西
至：规划坐标红线邻空地 ；南至：规划坐标红
线邻空地 ；北至：规划坐标红线邻水渠 ，用地
面积：9106.49平方米，若对产权有异议，请登
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福安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申请，逾期将依法登记发证。

福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25日

店面出租公告
受委托，近期将对以下店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竞租，现特公告如下：
一、竞租标的：宁德市技师学院（蕉城区蕉城南路 56号东校区的 1号楼 12号店面、10号

楼1号店面和4号店面）三年租赁使用权转让。
二、招租要求:
1、租赁期限：三年；2、租金每季度一次；3、具体情况详见租赁合同。
三、看样、报名、缴纳竞租保证金时间：截止至2017年9月4日下午17时整(工作时间)。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593-2250233
详情见网站：http://www.ndggzy.gov.cn:8090/ndztb/
联系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境台山路9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517室）

宁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8月25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7年 9月 1日（星期五）15:00在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 8楼会议

室举行宁德市人民政府第四批公务车车辆专场拍卖会。
拍卖标的：68辆公务改革二手车辆
展示时间：2017年8月30-31日9:00-18:00
展示地点：宁德市会展中心停车场
报名时间：截止2017年8月1日上午12:00
宁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ndggzy.gov.cn:8090/ndztb/
联系电话：0593-2250233、2829233
联系地址：宁德市东侨开发区镜台山路9号

宁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福建福宁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5日

本人遗失一本渔业
船 员 四 小 证 ，证 号 ：
ZX08-S5955，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小凤
2017年8月25日

林章龙、陈秀凤夫妇遗失女
儿林妍琦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350118572，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章龙 陈秀凤
2017年8月25日

阮方勋、李燕花夫妇遗失女
儿阮小玲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C350274261，声明作废。

挂失人：阮方勋 李燕花
2017年8月25日

潘明照 施燕霞夫妇遗失儿
子潘云楷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J350040436，声明作废。

挂失人:潘明照 施燕霞
2017年8月25日

本人遗失一本渔业
船 员 四 小 证 ，证 号 ：
ZX08-S3678，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怀和
2017年8月25日

本人遗失一本渔业职务船员
原 四 等 大 管 轮 证 书 ，证 号 ：
C08370811，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怀和
2017年8月25日

本店遗失 2013年 3月 27日由宁德市蕉
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号码：350902600142516，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万喜卤制品店
2017年8月25日

本琴行遗失 2006 年 12 月 13 日由蕉南
市场监督管理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号
码：350902600097591，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天音琴行
2017年8月25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福
安市道逢工贸有限公司；私章，
章文：林雪平，声明作废。

福安市道逢工贸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5日

本合作社遗失公章，章文：福安
市西部兴达种养专业合作社，声明
作废。
福安市西部兴达种养专业合作社

2017年8月25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2519430828401024，
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瑞桂
2017年8月25日

遗失
声明

本人遗失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霞集用【1992】
000231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曾善池
2017年8月25日

本人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 ，号 码 ：柘 国 用 2013 第
000113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飞平 许贞
2017年8月25日

8月 20日黄昏，福安范坑乡墩头村,夕
阳的余晖在山岗上抹下一道亮色。环顾
四野，层层叠叠的茶园，满眼绿意，其间套
种的油茶林，浅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清
香阵阵。

林下，59岁的王立莲正领着姐妹们采
摘茶叶，笑语欢声。

王立莲，墩头巾帼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在心底，其实，她更喜欢“墩头
妇女油茶耕山队”的称号。因为，这里有
她的青春，还有荣耀。

故事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起——
墩头村地处闽浙泰顺、柘荣、福安三

县（市）交界处，鸡鸣一声，两省三县相
闻。全村经营油茶面积4800多亩，为全省
村级油茶之最。1958年，这里的油茶林丰
产经验受到国务院的肯定和嘉奖，并被授
予由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的“绿色油库”
奖状和锦旗。墩头“绿色油库”美名由此
传扬全国，也更激发起了当地群众的生产
干劲。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林业部门的支
持下，墩头村承担油茶良种选育、油茶技
术推广、油茶示范基地建设等任务，推动
该村油茶产业发展。正是在这样红火的
背景下，1977年，墩头村组织本村 30多名
妇女成立“妇女油茶耕山队”，负责开展油
茶生产、技术试验、技术推广、品种选育、
高产示范园建设等工作。

那年，王立莲19岁，任副队长。
“队员们差不多都是这年纪，大姑娘、

小媳妇成群，扛着石头砌梯田、建基地，不
比男的差！”忆起当年的垦荒岁月，王立莲

有说不完的故事。
在队员们的齐心协力下，妇女油茶耕

山队开荒 200多亩，在白湖岗与面前岗建
起油茶优良品种示范基地，掌握了高接换
冠等低产油茶林改造关键技术，并选育出
闽 43、46、48、60、62等油茶优良品种。其
中，闽 43、48、60 号油茶良种目前还在全
省推广。

1979年，墩头村妇女耕山队分别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福建省三八红旗
集体”称号，队长杨玉妹也获得“全国三八
红旗手”称号，成为当时全省村级唯一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的单位，写下
了墩头油茶发展的又一页辉煌。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家庭
联产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户，以及耕山
队成员年龄老化、外出、出嫁等变化，墩
头村妇女油茶耕山队逐渐退出经营油
茶。原来经营较好的“油茶种子园”“采
穗圃”等也退给群众经营或改种茶叶等
其他作物。

近几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重
视扶持油茶产业发展，拥有光辉油茶发展
历史的墩头村也开启了油茶发展的“第二

春”。重塑“绿色油库”和“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形象，成为村里的共识。

2015年，经村两委研究，重新恢复墩
头油茶妇女耕山队，23名原耕山队老队员
归队，并新吸收年轻队员 28人，注册成立
福安市墩头巾帼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原
来已建立的“油茶示范园”和“采穗圃”由
耕山队统一经营。

红旗再展。虽然岁月改变了容颜，昔
日的队员如今已五六十岁，当了婆婆、奶
奶，但不变的是她们推动油茶产业发展的
初心。

重拾高接换冠等技术改造老油茶林
400多亩，新种油茶林 600多亩，林下套种
中药材、食用菌，养殖闽东山羊、土鸡，风
风火火忙碌在山间林下，王立莲和队员
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满身
是劲。

昔日技术标兵，今朝增收典范。2016
年，墩头巾帼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总收入
约 360万元，其中油茶收入 248万元，油茶
林下套种中药材、食用菌收入 35万元，林
下养殖闽东山羊、土鸡收入 30万元，茶叶
收入 5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 7万元，是当
地群众收入的两倍，同时带动全村 200多
户农民发展油茶生产。合作社摘下“福安
市油茶产业示范合作社”殊荣，油茶特色
产业的经济效益也淋漓尽显。

继承传统，再立新功。王立莲告诉记
者，目前新队员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
性，通过新老“传帮带”，将技术、传统代代
相传，希望墩头油茶妇女耕山队这面“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锦旗一直飘扬下去。

红旗再展，只为油茶飘香
——福安范坑墩头妇女油茶耕山队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王志凌 文/图

油茶林下油茶林下，，王立莲和队员在采茶王立莲和队员在采茶。。

为防止“四风”反弹，连日来，福安市纪委组织税务、工商等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督查组，开展违规用公款购买消费高档
白酒问题专项督查。督查组采取走访经商户、询问有关人员、查阅财务票据、查验单位仓库等多种方式，重点排查是否存在
涉嫌违规用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的问题线索。 李广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钟林辉）昨
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中央环保督察过后，
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市环保局
组织了三支督导队前往全市各地督导环保问题
整改工作。截至 8月 20日，仅市级部门就开展
环保执法行动近 2300人次，完成反馈问题整改
117件，整改完成率 79.6%，其中立案处罚企业
50家，共处罚金 284.6万元，行政拘留 1人，约谈
10人，问责18人。

据了解，连日来，我市相关部门已开展多次
专项行动，对重点污染源及涉案企业进行联合

“围剿”。本次督导工作根据环保问题的整改情
况，采取分类督导：对于未整改到位的项目，做
到每项必看，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分析原因进行
指导督促；对于已整改到位的项目，督导队采取
随机抽查，现场走访核实，发现不属实，责成当
地环保局，启动处罚机制，起到处罚一个、震慑
一批的作用。

我市环保专项督导组开展
环保问题整改督导工作

以 环 保 督 察 为 契 机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本报讯（记者 茹捷 通讯员 兰子君）昨日，记者
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从本月起，我市两级法院
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执行百日攻坚行动。通过清案
结案、执行案款清理、反规避执行、反抗拒执行、涉腾
退不动产、规范执行行为等七项专项行动，进一步提
升执行成效。

根据此次行动方案，全市两级法院将结合省法
院“秋冬战役”的部署，着力加强涉民生、涉政府、涉
金融等六类案件的清理，通过建立健全执行联动机
制、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全力推进执行信息
化建设并健全规范管理机制，建立反规避、反抗拒、
反干预、反消极执行长效机制，完善破解执行难工作
大格局。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的执行工作“一性两化”，积极探索和实
践执行工作新模式，不断推动执行难问题的切实解
决，实现了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发展。截至目前，今
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14040 件，执结
5657 件，到位标的 8.64 亿元，清理执行积案 35915
件，促进金融机构核销不良资产 33亿元，采取司法
拘留 110人次，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案件37件40人。

全市法院开展执行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讯（许孙月）“以前一下大雨，
我心里就慌，很担心，现在屋后的地灾点
经过治理，我终于安心了。”8月 23日，周
宁县狮城镇龙潭村村民陈女士指着新修
好的护坡介绍。

几年前，狮城镇龙潭村加油站附近
地灾点曾发生滑坡灾害，方量约 1800立
方米。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该隐患点
仍威胁龙潭村23户133名村民及过往旅
客的安全，是省级地质灾害隐患点。

为尽快消除地灾点隐患，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狮城镇龙潭村加油站附
近地灾点被列入该县 2016年地灾点治
理工程项目之一。该县投入资金 100万
元，对地灾点采取硬化台面、锚杆支护、
挖土方等工程措施进行治理。该项目
2016年 10月竣工，并于 2017年 3月通过
省、市工程验收。“通过工程治理，极大缓
解该地质灾害点带来的安全隐患，干部
和群众心里都踏实多了。”龙潭村村委会
主任刘芳亩说。

据了解，2016 年，周宁县通过实施
工程治理等措施共核销地灾点 45个，目
前全县还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76个，共
威胁 2430户、10506人。今年，该县计划
对 4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治理，目前
21个项目正在施工，18个项目已完成勘
察、设计。

周 宁

加快消除地灾隐患

（上接A1版）
“这些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员工数量也每年攀升。庞大的聚集人口，
对出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企业入驻
以来，市公交公司根据企业今后的发展和
可能产生的交通需求，提前进行相关班
线、班次的配套研究，有效解决了员工出
行难。”宁德新能源公司管理人员介绍。

变化不仅体现在便捷，智能化、环保
型也已成为主城区公交车的新亮点。

市区线路所有公交车均安装车内
LED屏、卫星定位系统、电子路牌，实现了
车辆调度的实时监控。在公交站台建设

上，近年来，主城区共新建及改建公交智
能站台185个。这些站台不仅配有太阳电
池板，还安装了电子显示屏，实时滚动播
放车辆运营信息、天气等实用信息。

今年年初，随着40辆纯电动大巴车入编
投入运营，主城区内运营的纯电动公交车数
量增至105辆，加上油电混合动力公交车、天
然气动力公交车，清洁能源公交车总数达
163辆，占公交车总数的比例超过53%。

在公共交通硬件不断改善提升的同
时，公交服务质量也赢得了好口碑。

根据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公交行业标
准，乘客满意率达 90%即为优秀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市公交公司自我加压，把优
质服务满意率提高到 99.9%。“99.9%这个
数字在全省各兄弟公司中已名列前茅。
但在我们看来，如何针对余下的 0.1%，进
行服务再提高、再升华，是我们工作的重
点。”市公交公司董事长夏克辉说。

为此，该公司在便民惠民举措上再度
加码，开通“交通一卡通”乘车刷卡服务，有
效地解决了乘客无零钞的尴尬和不便；实
行对 70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老年人免费
乘车卡，免收工本费、IC卡押金和人身保险
费等优惠；特殊卡种办卡时间由原先的近1
个月，缩短至 5天……种种的便民惠民措

施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努力补齐城市公共交通短板，打造智

慧公交、绿色公交、智能公交、平安公交，充
分满足市民的公共交通需求。据了解，我市
已制定发布实施《宁德市主城区“十三五”公
共交通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市将
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设施供应水平、服务能
力和运行效率。力争至2020年，市区万人
公交车辆拥有量达12标台以上，公交交通
出行分担率达18%至20%，班车正点率达到
90%以上，居民步行至公交车站时间不超过
10分钟、候车时间不超过5分钟，为市民出
行提供更为完善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

（上接A1版）同时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切实克
服“等靠要”思想，发挥好内生动力作用。二是目
标已经明确，务必精准对标、精准施策。对照脱贫
目标指标，进一步把底数摸清，把政策资金落实到
位、把各项措施精准到位。要对接省市补短板政
策，真心实意为贫困群众着想，认真研究，统筹考
虑，加大力度解决难点问题。三是抓住突出短板，
务必集合资源、集中攻坚。重点解决好深度贫困家
庭反映的困难，对造福工程、重慢病报销、扶贫资
金统筹等方面的问题，要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同时
争取上级补助和各方面支持，把干部配置、资金支
持、指标统筹、领导力量、社会资源等用于解决最
难啃的“骨头”，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四是强化督
查执纪，务必廉洁扶贫、高效扶贫。突出问题导
向，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助推精准扶贫工作，加强督
查检查，解决好工作中“散拖懒”问题，坚决查处扶
贫领域违纪违法行为。

林文芳要求，霞浦县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当前
脱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基础工作扎实、帮扶措
施精准、资金使用规范。要落实全市脱贫攻坚“百日
会战”行动部署，认真抓好“十大工程”，在强化帮扶
责任上下功夫，脚踏实地对扶贫任务逐项分解落实；
在加强网底建设上下功夫，对扶贫对象的识别和动
态管理要更精准，重点抓好扶贫低保制度的衔接补
漏、相关数据的完善等；在规范政策落实上下功夫，
对中央和省市各项扶贫政策进行梳理，准确理解把
握；加快重点工作进度，紧盯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
点，按照“一月一督查、每周一汇报”要求严格按时推
进，确保如期“摘帽”。

一线“解剖麻雀”
力促脱贫“摘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