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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一分赔偿 不收一分费用

霞浦柏洋：乡贤拆新厂为扶贫项目无偿让地

蕉城区金涵乡后溪村：

在精准扶贫中注入新鲜活力

本报讯（记者 茹捷 王志凌）12月 28
日，在霞浦县柏洋乡精准扶贫项目——桶
装水厂施工现场，主体厂房已拔地而起，
内部装修繁忙，预计明年春节前可全面投
产。一个多月前，这里还是一座刚建成的
茶叶加工厂。当桶装水厂为选址发愁时，
乡贤吴杰民主动拆除新厂，不要一分赔
偿、不收一分费用，无偿腾地。大义之举，
感动乡里。

今年 3月，在北京经商多年的吴杰民
返乡开办茶叶加工厂。经过近3个月的筹
备、建设，投资30多万元、占地2亩多的茶
叶加工厂正式投产。可加工厂运营没多
久，他却卸下管理担子，当起了乡里桶装
水项目的顾问。

原来，为帮扶劳动能力缺失的贫困户
脱贫，今年柏洋乡筹集扶贫资金 120万元
发展桶装水项目，其利润每月折股量化后
以分红形式发放，惠及36户贫困户。为让
项目规划建设更合理，乡领导找到了有从
业经验的吴杰民。

很快，桶装水项目完成设计和审
批。当大家倍感振奋时，项目选址却被
难住了。

项目最初选址在镇区，但征地过程中
遇上土地所有权纠纷，只得放弃。经商
讨，项目易址选在该乡长岩村。建设用地
涉及两座民房，征迁协议很快达成。11月
5日，拆迁队进场的前一天，村民却突然提
出两座民房间的道路是村里办“红白喜

事”的专用道，必须保留。这一要求，无疑
是将完整的厂区“开膛破肚”。项目再次

“卡壳”。
闻讯后，吴杰民赶到该乡党委书记林

鸣办公室。项目“安家”何处？两人相视
无言。

突然，吴杰民冒出了一句话：“拆我的
厂！”

“当时，我很吃惊。我劝他不要意气
用事。但他的态度很坚决。”林鸣回忆说。

在吴杰民的坚持下，桶装水厂最终选
址在他的茶叶加工厂地块。当天下午，他
便回厂转移设备，并联系拆迁队。11月 6
日上午，铲车开进厂区。几个小时后，茶
叶加工厂成为一片废墟。

从选址到拆迁不到24小时，土地使用
不需任何费用，损失赔偿也一分不要。吴
杰民的举动，深深感动着乡亲们。

30多万元投资没了，茶叶加工厂每年
50多万元的收益没了，三天前刚拿到的
SC认证证书也没了用处。吴杰民坦言：

“不心疼，那是假的。”
“但我从一名农家孩子成长为一名企

业家，离不开家乡父老的支持和帮助。现
在，是我回馈的时候了。”他说。

如今，吴杰民已重返北京经营茶叶
店。但每隔一两天，他都会与林鸣联系，
了解项目进度、出谋划策。

“投产那天，我一定会回来看看！”吴
杰民说。

本报讯（记者 阮兆菁）蕉城区金涵乡
后溪村立足实际，以精准扶贫为主要抓手，
以结对共建为主要载体，在光伏发电、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狠下功夫，新农
村建设和国家传统村落建设齐头并进，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充满了一片生机和活力。

12月16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
来到后溪村，投资 30万元的 40千瓦光伏
设备正在安装。适逢市审计局与该村开
展“精准扶贫结对共建”活动。他们来到
光伏建设基地，便与村干部一起探讨光伏
发电的相关情况，变“输血”为“造血”，村
里每月将有4000元的纯收入，为精准扶贫

注入新鲜血液。有了村财，村里的贫困户
就可以享受到这一红利了。

说到产业，说到扶贫，我们不能忘记
了村民吴孝礼，由他创办的金溪甘薯专业
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为20个贫困户67
人提供了劳动就业。“普普通通的甘薯，成
为了后溪村致富的好项目”。而后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做起了循环农业，让
甘薯的细藤绿了起来，让兔子的尾巴也

“长”了起来。村里有了大产业，村民们自
然地成了受益者。吴孝礼告诉记者，
2015 年，有8个精准脱贫户在合作社里工
作，已经基本脱贫。由于受市场影响，今

年兔子销路受阻，明年准备转入养山羊产
业的发展，迈出创业第三“春”！

后溪村距乡所在地17公里，是一个边
远山村，交通十分不便，堵住了致富之路，
资源无法成为财富。“要致富，先修路”。
投资 550万元的 3公里长 6.5米宽的金涵
乡后溪一期工程百丈蔡洋至后溪公路，已
经基本贯通，为后溪村的精准脱贫打开了
一条致富通道。在后溪村发展经济方面，
省工商局挂职干部蒋建文功不可没。他
为村里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村里的
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投入70多万元完成自
来水改造项目，投入10万元对河道进行清

淤整理，投入 30万元完成防洪堤建设，投
入175万元开展美丽乡村、农村幸福苑、村
民文化娱乐中心广场等建设，投入 200多
万元用于道路护坡、村道硬化、河道防护
栏、广场凉亭等项目建设。争取项目，对
400亩良田进行整理，通过土地收归村委
会代管的方式，引进农业企业，为村财增
收开辟新的渠道。

2016年，后溪村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
努力，已经获评国家传统村落称号。目
前，村庄远景规划已经绘制，2018年将投
入重金，让元代建筑崇福堂以及22栋明清
时期的古民居修葺一新，焕发异彩。

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为进一步增强居
民科普意识，提高公众识邪防邪反邪意识和
能力，日前，蕉城区城南镇古溪村对辖区内科
普画廊进行更新，张贴了群众关注的反邪教
科普知识，吸引不少群众驻足阅读。

据了解，科普画廊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的重要载体，也是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
想、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宣传设施。近年来，
市科协将平安综治工作纳入宣传范围，利用
科普画廊进行有效宣传。“公众通过科普画
廊，不但了解了各种平安综治等科普知识，也
学会树立科学意识，崇尚科学精神，提升应用
科学知识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
的能力。”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市共有 853个科普画廊（其中标准画廊 115
个），遍布全市各街道、社区、乡村。

本报讯（记者 茹捷）近日，市林业局印发《关于
创新发展举措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通知》，率先
在全省林业系统探索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通知》明确提出将注重发挥宁德良好的森林资
源、林业特色产业和森林文化等优势，按照“一镇一
特色”的思路，积极开展试点，力争通过培育一批生
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森林文化浓厚、宜游宜
业宜居的森林小镇。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需紧密结合实际，努力探索
创新乡村振兴的林业途径和模式。在发展森林生态旅
游小镇方面，以推进“森林+旅游”融合发展为主线，以
所在小镇高森林覆盖率、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和森林
公园景观、古树名木、乡村风景林等生态资源优势为基
础，重点发展山地森林康养、亲水休闲养生、滨海游憩
养生、乡村特色生态的森林生态旅游小镇。同时，积极
发展森林文化体验小镇，以推进“森林+文化”融合发展
为主线，以所在小镇森林文化、茶文化、竹文化等为依
托，突出森林文化研究、风水林乡愁体验、古树文化、药
植文化、森林湿地文化为一体的森林文化体验小镇。
此外，在发展森林特色产业小镇方面，以推进“森林+产
业”融合发展为主线，以所在小镇丰富的竹业、油茶、苗
木花卉、林下经济、林产品加工等为依托，打造茶园康
养特色、果园观光体验等森林产业特色小镇。

市林业局：

加强探索 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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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区主要超市集市价比多家信息宁德市区主要超市集市价比多家信息
计量单位计量单位 元元//500500克克20172017年年1212月月2828日日

商品名称

上海青

空心菜

韭菜

大白菜

花 菜

蒜苔

菠菜

茄子

芹菜

青椒

西红柿

黄瓜

土豆

春菜

圆白菜

胡萝卜

海蛎

猪瘦肉

肋条肉

排 骨

鲜牛肉

鸡 蛋

鸭 蛋

苹 果

香 蕉
火龙果

规格、型号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不做水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完整

新鲜完整

新鲜

新鲜

新鲜

康宁

2.38

3.68

3.68

0.58

2.38

2.58

3.98

3.68

3.68

4.58

3.58

3.58

2.68

3.58

1.68

2.48

/

11.98

11.88

18.88

40.88

5.58

6.88

3.98

2.68
5.98

福永兴

2.98

4.58

4.98

0.78

1.58

5.98

3.98

3.58

3.98

3.98

1.68

1.98

2.38

3.58

1.18

2.68

19.80

12.98

12.50

18.98

39.98

5.78

6.98

3.58

2.98
6.98

东湖市场

3.00

4.50

5.00

2.00

3.00

6.00

4.00

5.00

5.00

5.00

4.50

4.00

2.50

4.00

2.00

4.00

25.00

13.00

13.00

20.00

40.00

5.50

6.50

5.00

2.00
5.00

蕉南市场

3.50

4.50

5.00

1.50

3.00

6.00

4.00

4.00

3.00

5.00

4.00

4.00

2.50

4.00

2.00

3.00

22.00

12.00

12.00

18.00

42.00

5.50

6.70

5.00

2.00
5.00

署前市场

2.50

4.00

4.00

1.50

2.50

5.00

4.00

4.00

2.50

5.00

4.00

3.50

2.00

3.50

1.50

2.50

25.00

12.00

12.00

18.00

40.00

5.50

7.00

6.00

2.00
5.00

蕉北市场

3.00

4.50

4.00

1.50

2.50

6.00

5.00

3.50

3.00

4.50

4.00

3.50

2.00

4.00

2.00

3.50

20.00

12.00

12.00

18.00

42.00

5.00

6.00

5.00

2.00
5.00

日前，蕉城区洪口电站发电、泄洪预警系统交付
使用并试运行。

霍童镇位于蕉城区西北部，上游洪口电站发电
时向下游放水，而下游水域仅洪口辖区大道头村设置
1分钟警报，其余水域沿岸均未设置预警系统，警示
牌也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在发电和汛期水位突涨
时，随时威胁沿岸的群众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确保洪口电站下游群众和游客生命财产安
全，有效防范事故发生，今年以来，霍童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并在上级有关部门牵头及大力支持下，按
照霍童溪霍童段流域“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全程可
控”的总目标，建立统一、快速、协调、高效的预警系
统，与洪口发电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30余万元建成洪
口电站发电泄洪预警系统，强力推进安全隐患整治，
创造优良的生产环境，切实将安全防范措施延伸到群
众身边，有效地避免和解决因电站运行造成下游群众
生命财产损失的矛盾纠纷。该系统主要功能有：语音
预警、预置信息转语音预警、预置MP3音频预警、音
频线路输入预警等服务，实时监控、录像存储、远程遥
控控制和激光夜视等功能，在治安防控、安全生产、防
台防汛、服务民生、生态建设与保护等领域发挥不可
替代的作用，并借助预警系统光纤环网，成功联网了
文湖、湖头、郑厝、枇杷洞4村的广播电视，解决了村
民长期收看电视难的热点问题，让边远乡村农民用上
广电高速宽带，收看到与城市居民同样清晰精彩的广
电高清互动云电视。同时，还在沿线11个村安装了
由省广电网络集团承建的智能广播、党员远程教育平
台，各村借助广电光纤安装了高清视频监控，为霍童
综治“雪亮工程”再添亮点，被群众誉为“村民满意政
府放心的民心工程”。 □ 林立伦

蕉城区洪口发电、泄洪
预警系统交付使用近日，福鼎市烟草专卖局召开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推进会，总结了今年以来文明
创建工作，针对省级文明单位创建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措施，
并要求要认识到位，充分认识文明创建工

作涉及方方面面，是对整体工作的全面评
价；要人员到位，确保开展活动计划周全、
人员准时；要悟性到位，不能为了创建而
创建，要立足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队
伍素质、树立企业形象。 □ 高璐

福鼎市烟草专卖局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陈金霖、黄文忠夫妇遗失女
儿黄佳辰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M350592692。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金霖 黄文忠
2017年12月29日

本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50017320，发 票 号 码 ：05729142、05729143、
05729144、05729152、05729153。声明作废。

柘荣县龙捷手机店
2017年12月29日

本店遗失 2006年 10月 18日
由霞浦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352225620927006。声明作废。

盐田新华玲海鲜饭店
2017年12月29日

本人遗失一辆橙色二轮摩托车，
车 牌 号 ：闽 JE9891，发 动 机 号 ：
20110170， 车 架 号 ：
LZXTCJP55A5490170，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李哲峰
2017年12月2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1月8日下午3时在宁德市蕉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

楼开标大厅举行拍卖会。
拍卖标的为：一、位于蕉城区如下标的5年房产租赁使用权：1、环城路2号第三、

四层房产（面积各约550㎡，分割拍卖）；2、环城路2号第一层东海饭店右侧4-8#共5
间店面（面积约200㎡）；3、环城路6号第一层1-7#共7间店面（面积约260㎡）；4、环
城路6号一层（入户大厅）、二层及附属楼房产（面积约800㎡）；二、位于蕉城区宁川路
城东花苑9号楼103-3号店（面积约87㎡）3年房产租赁使用权；三、起亚轿车壹辆。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看样、了解详情、缴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天湖路祥和楼二层 拍卖热线:2566666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 通讯员 李莹）12月26日
上午，福安市举行第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暨
西互通连接线动工活动。今年第四季度，福安全市
实现开竣工项目27个，总投资58.81亿元。其中，开
工项目8个，总投资13.06亿元；竣工项目19个，总投
资45.75亿元，项目涉及城建环保、工业、交通、社会
事业、旅游等领域。

据了解，今年以来，福安市深入开展重点项目建
设竞赛活动，通过开展“一周一督查”“一月一拉练”，
层层压实责任，层层抓督查落实，每月晒“成绩单”，
全市上下形成了大干快上、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截至目前，福安市共组织实施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
项目264个。其中，在建项目 147个，全年完成投资
133.56亿元；省、市在建重点项目 25个，完成投资
91.65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126%。全年实现新竣工
项目59个、新开工项目65个。

福安：

第四季度27个重点
项 目 集 中 开 竣 工

市科协：

普及反邪教知识
增强抵制邪教能力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8年 1月 10日 15时在蕉城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公开拍卖：宁德市学前路 2号 2#综合楼一层、1#综合
楼二层房地产三年期租赁权（分割 6宗标的）。有意竞买者请
与我司联系，标的展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缴纳竞买保证金时
间截至1月9日16时止。联系地址：蕉城南路40号锦绣名苑1
幢19层，联系电话：0593-2985606（陈先生）。

★优先购买权人于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前持相关证资料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否则视为弃权。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8年 1月 5日 14

时30分在霞浦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
大厅公开拍卖：北京现代轿车壹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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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11时 00分止。联系地址：锦绣名苑 1幢
19层，联系电话：2985606（陈先生）。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道路施工公告
2017年 12月 20日至 2018年 12月 20日，因宁德沈海复线

高速公路邦福互通段施工，G15沈海高速（K1847-K1851+700）
福鼎段，双向实施半封道施工及短时管控施工。每天爆破时段
拟定为11:00-12:00、16:00-17:00，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宁德管理分公司
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宁德高速公路支队

福建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宁德高速公路支队
宁德沈海复线双福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通告
各位市民朋友：

因宁德市医院大部分临床科室已搬迁至东侨
院区，为完善综合性医院的救治能力，现拟定于
2018年 1月 1日起蕉城院区急诊科停诊。自 2018
年1月1日起，蕉城院区只承担儿内科、眼科和耳鼻
咽喉科的急诊。需急诊救治患者，请前往东侨院区
急诊科就诊（急诊科电话2292120）。

特此告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见谅。
宁德市医院

2017年12月29日

福安市溪潭镇洪口村
精准贫困户陈文生种植的
脐橙今年大丰收，橙园里
果实挂满枝头。近日，该
镇纪检干部深入洪口村了
解扶贫资金发放和使用情
况时，听到陈文生说脐橙
在市场紧俏根本不愁卖，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近年来，溪潭镇致力
打造“岳秀脐橙”品牌，形
成了多村落连片的万亩脐
橙种植基地,成为该镇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农业项
目。 李 广 摄

（上接A1版）我们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强化“一
盘棋”思想，坚决把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
好，把省委市委部署的各项工作推进落实好，决不允
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决不允许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各级领导干
部要加强学习实践，培养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神，
提升领导经济工作、依法办事、统筹兼顾的本领能
力。各级干部要坚持行动至上，强化担当、转变作
风，大胆开拓、破解难题，抓一项成一项、干一件成一
件，做出实实在在的、过硬的业绩。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流击水正当其时。我们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苦干实干、奋发作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作出宁德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