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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 林晖）记者 23
日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日前向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印发通知，对贯
彻实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党政机关公
务用车管理办法》作出了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两个办法”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务
院“约法三章”要求的制度成果，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通知指出，要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将集中统一管理
原则贯穿到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管理的各领域各环节，
办公用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权属、统一配置、统一处
置，公务用车实行统一编制、统一标准、统一购置经费、
统一采购配备，合理配置资源，降低机关运行成本，提高
服务保障效能。统筹考虑各个管理环节问题，对办公用
房的权属、配置、使用、维修、处置利用等全生命周期进
行规范，严控配置“入口”，多渠道创新处置“出口”。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于
2018 年年底前制定或修订实施办法，因地制宜出台
相关具体政策和标准，梳理已有涉及办公用房和公
务用车管理的政策文件并做好修改或废止工作，确
保“两个办法”能落地、可推进、易执行。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配套制度
和标准，确保“两个办法”的规定落实落细。

新华社福州12月23日电（记者 吴剑锋）惠女
半掩头巾，展示绰约风姿；茶艺源远流长，再现别样
风情……在 22 日召开的福建旅游生活展上，来自八
闽各地的参展商聚首榕城，共同描绘了一幅“清新福
建”的画卷。

“绿色生态是整个福建旅游的主要特色，长期以
来，我们的思路都是先保持景区原有的自然生态，再
从周边做一些开发。”来自漳州南靖云水谣景区的参
展商说，近年来，依托当地秀丽山水和土楼资源，景
区不仅打造了一批特色小镇，还举办了多届土楼马
拉松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

在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董事长陈扬标看来，生
态文明是福建旅游业发展的生命线，打造“清新福
建”应立足保护、生态先行，实现生态资源永续利用。

展会期间，来自泉州安海的一群演员表演了“嗦
啰嗹”，夸张的妆容与滑稽的舞蹈相得益彰，路过的
观众纷纷驻足流连。

泉州市旅游局王娜艳介绍说，“嗦啰嗹”是泉州
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今年以来，通过“海丝文化＋旅游”的形式，组织
策划了“海丝文化旅游嘉年华”等活动，取得了不错
的反响。本次展会有来自美国、德国、东盟等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共同参与，在王娜艳看来，这是泉
州向世界展示海丝文化的一个绝佳机会。

本次展会还设置了金门展厅。琳琅满目的金门
特产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相比于出售这些特产，
我们更希望通过美食和中药文化打出金门的知名
度。”来自金门的解说员杨世荣说。

本报讯（林洲）12 月 21 日，宁德市申融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各组工作情况汇报会，集中听取市申融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6个小组2017年军民融合工作
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市政协主席
兰斯琦，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陈炎春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刘水金主持会议。

会上，军地双方领导充分肯定一年来我市军民融
合工作取得的成绩。围绕做好新一年工作，市政协主
席兰斯琦强调，要学习新精神，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施
军民融合战略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积极探索
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要明确新要求，结合中央、省、
市对于申融工作的新要求和各小组的责任分工，进一
步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谋求新作为，结合实际对新一
年的申融工作做更加深入细致的思考，使提出的工作
目标更加务实具体、制定的工作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推
动我市军民融合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陈炎春指出：原则要清
晰，坚持以经济建设支持国防建设发展；要选准突破
口，在“点面结合”上下大力气；机制要规范，进一步加
强军地双方的沟通联系。

国管局就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公务用车管理作出安排部署

福 建：

以绿色生态打造清新旅游品牌

宁德市申融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各组工作情况汇报会

本报讯（林耀琳 文/图）12 月 22 日，
在福安铁湖工业园区隆凯电机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台台数控车床正在有条不紊
地工作着。“这些新引进的设备，效率比人
工提高十多倍，而且精度可以准确到 0.1
毫米，对提升产品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公司技术负责人陈嘉鑫介绍。

隆凯电机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入驻铁
湖工业园区的企业。“我们原来的厂房位
于小溪边，生产条件差，发展受到严重制
约，自从前年搬到铁湖工业园区，标准化
厂房达12000平方米，生产如虎添翼。今
年我们自主研发的静音发电机组畅销中
东、俄罗斯和东南亚高端市场，产值可达
1.1亿元，比去年增长35%。”陈嘉鑫说。

福安是“中国中小电机之都”。老城
区 1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 800
多家电机企业，许多是规模小、资金链短
缺的电机配套企业。随着中心城区不断

扩容及城市功能区划的日渐明晰，这些
小企业的发展生存受到明显制约，“成长
的烦恼”日益显现。

为了进一步扶持民营经济，实现电
机行业集聚发展，福安在离城区 4 公里
的城阳镇铁湖村建设铁湖工业园区，作
为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主阵地
和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的“桥头堡”。园
区规划面积 6000 亩，总投资达 32 亿元，
重点布局电机及配套企业、建筑垃圾资
源再生利用企业、金属表面处理中心
等。到目前为止，已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5 亿多元。

“像隆凯电机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
园区已挂牌70多家，其中25家企业已投
产。”铁湖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
细生介绍。

与一般园区不同，福安铁湖工业园
区还探索以厂房租赁替代土地出让形

式，建设标准化厂房推进特色产业园区
招商。“目前，由政府投建的电机电器配
套及标准化厂房已完成一期和二期工程
建设，总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一期
4 座标准化厂房已入驻企业 6 家，二期 9
座标准化厂房年底竣工，意向招租企业
10 家。预计标准化厂房总用地面积将
达 170 多亩，极大缓解中小企业发展空
间拓展问题。

与此同时，福安市政府还与宁德职
业技术学院在园区共建协同创新公共平
台，提升福安市机电、铸造和冶金新材料
行业技术水平。

“2017 年园区将实现工业总产值 7
亿多元，比上年翻一番，发展势头良好。”
陈细生说。铁湖工业园区作为福安提升
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正成为福安
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为区域经济发
展带来新活力。

打造经济转型升级新引擎

赵乐际在福建调研时强调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谋划好明年工作
下大力气解决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12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到福建省调研。这是12月23日，赵
乐际在宁德市霞浦县东山村走访贫困户。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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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游茂强）“我将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严格党建月
报制度，落实好‘三会一课’，加强党内
组织生活。”12月 15日，在柘荣县基层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上，一位乡镇党
委书记直面问题，许下诺言。

当日，一场特殊的“考试”在柘荣
县委会议室举行，该县各乡镇党委书
记、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教育系统党委
书记、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工委
书记围绕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情
况，在规定的 10 分钟内逐一进行现场
述职，由县委书记郭宋玉进行点评，并
接受该县县委常委、县委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

“两代表一委员”以及基层党员干部和
群众代表的民主测评。

“刚才的点评直击要害，暴露的
这些问题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在基层
党 建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不 足 和 薄 弱 环
节。”各乡镇党委书记纷纷表示，将认
真反思，立行立改。“下一步，对于各
乡镇党委书记许下的整改承诺，我们
会开展基层组织拉练和建立‘党建月
报’制度等，及时跟踪进度，确保各乡
镇承诺按期兑现。”该县县委组织部
负责人表示。

现场晒成绩
跟踪促整改

据新华社福州 12 月 23 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委书记赵乐际 21 日至 23 日到福
建省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谋
划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
工作，把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
更加严密、更加有效，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赵乐际在福建省委书记、省
长于伟国的陪同下，来到宁德市
霞浦县东山村，走访贫困户，看望
贫困群众，详细询问群众生产生
活状况和脱贫进展情况，要求基
层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带领群众摆
脱贫困的好传统、好作风，扎实做
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赵乐际强
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立足职能职责为群众办几
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要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坚持不懈纠

“四风”、转作风，巩固拓展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在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突破，移风易俗、成风
化俗。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深入一线督
促落实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
坚决纠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态
度不坚决、工作不扎实等现象，严

肃处理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
留挪用、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
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
强纪律保障。要把惩治“蝇贪”
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
涉黑腐败，严肃惩治放纵包庇黑
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
员干部。坚决查处发生在民生
资金、“三资”管理、征地拆迁、教
育医疗等领域的严重违纪违法
行为，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效取信于民。

在漳州、宁德，赵乐际深入了
解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情况，
与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亲切交流，
并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各级党委要担当起主体责任，实
施坚强有力的领导，党委书记要
当好“施工队长”，扎实有序整体
推进改革。要蹄疾步稳抓好转隶
组建工作，推进人员和工作深度
融合，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监察
权运行机制，确保转隶前后各项
工作有序衔接。要做实县级监委
的监察权，加强对基层公职人员
监督，使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监察
监督覆盖到“最后一公里”。要切
实加强自我监督，在行使权力上
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严之又
严，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

调研期间，赵乐际主持召开
部分中央国家机关纪检组长和省
市县纪委书记座谈会，认真听取
对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他

还到东山县谷文昌纪念馆参观，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向先进典型学
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
职、为民奉献。

中央纪委副书记李书磊、肖
培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刘学新等省领导分别陪同
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