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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陈小妹 通讯员 高心如）
昨日，记者从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获悉，2018年度
我市计划考试录用 326人，其中，从优秀村(社区)主
干中招考乡镇(街道)机关公务员20名。

据了解，报考条件需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良好的品行；具
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18周岁以上，35周岁
以下（即在1982年3月7日至2000年3月7日期间出
生），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对年龄条件有特殊要求的，
以招考职位所要求的年龄为准；具备符合招考职位
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本次考试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
务层次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
（单位）工作人员的报名工作，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
行，每个考生只能成功报考，1个职位。“狱医”“法医”

“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职位，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的乡镇招考职位和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
准属于急需专业或紧缺人才的职位，可不设置开考比
例；其他职位招考人数与报考人数比例不足1∶3的，
原则上不开考，该职位报考者的报名费将如数退还；
个别职位招考人数较多，而报考者不足1∶3比例的，
按相应比例等比例减少招考人数。不开考和减少招
考人数的职位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对外公布。

报考者可在2018年3月7日后通过省公务员考
试录用网站（www.fjkl.gov.cn）查询、报名。公共科目
的笔试时间具体安排为4月21日上午9∶00—11∶00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4月 21日下午 14∶00—16∶30
《申论》。专业科目的笔试时间安排为4月22日上午
9∶00至 11∶00《公安基础知识》（公安系统执法勤务
类职位考生）。

需要注意的是，从优秀村（社区）主干中招考20
名乡镇（街道）机关公务员，考试录用采取线下报名
的方式进行，不设置开考比例，不收取报名费，每人
限报1个职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人员下载并填
写《福建省优秀村（社区）主干考录公务员报名申请
表》，于3月7日至9日，向所在乡镇（街道）党（工）委
提出报名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本次考试在各设
区市政府所在地设置笔试、面试考点。笔试时间为
4月 22日上午 9时至 11时。村主干、社区主干分类
命题，单独出卷。考试内容侧重农村、社区基层工作
实际，主要内容为党和国家有关基层工作的方针政
策，农村、社区基层工作基本知识，依法行政有关知
识和解决农村、社区基层实际问题的案例。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3月16日下午3时在霞浦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大厅（霞浦县九大馆青少年活动中
心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霞浦县松城街道目
海路 90号第一层 10大间店面（分 10组拍卖）三年的租
赁使用权。咨询、看样、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截至
2018年3月15日下午5时止。

联系地址：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4号楼4B201-1号
联系电话：0593-6508588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房产租赁公告
兹定于2018年3月14日下午3时在寿宁县武曲卫

生院采用公开竞价方式公开招租：位于寿宁县武曲镇
兴隆街56号楼底层二间店面（面积各约43㎡、53㎡）三
年租赁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各为 5万元。有意竞买者
请与出租方联系，标的展示、办理竞买手续、缴纳竞买
保证金时间截至3月13日17时。

联系地址:寿宁县武曲镇兴隆街56号
联系电话：5248111 18060316766
优先购买权人请于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前持相关

材料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否则视为弃权。
寿宁县武曲卫生院

2018年3月7日

具体规划指标要求见地块拍卖出让文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法

律法规等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
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不具备相应开发资质的、非霞浦县区域内的申请人竞得土地后，需在 90日内在
霞浦县注册登记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建设。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3
月7日至2018年3月27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到霞浦县国土资源局用地股或宁德市诚
信拍卖有限公司（宁德市蕉城区日月星城3-403室）获取拍卖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3月27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到霞浦县
国土资源局用地股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

27 日 16 时 30 分（以款到指定银行账户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 18 时 00 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8年 3月 28日 15时 00分在霞浦县
九大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二楼霞浦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大厅举行。

七、本次拍卖地块的竞买人必须达到2人以上（含2人），若不足2人，该地块的拍
卖活动自动终止。

八、其他需要公告事项
1、特别约定：①土地竞得者必须无偿提供 1000平方米房屋作为政府的社区用

房，其余商业部分必须在项目竣工后自持五年，不得转让。②邻里中心建筑层数不得
超过四层。③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六层以上（含六层）方可办理商品房预
售许可。

2、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霞浦县国土资源局（霞浦县松城街道太康路135号）

宁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宁德市蕉城区日月星城3-403室）
联系电话：0593-2817398 、0593-8890280
联 系 人：周先生、周女士
开户单位：霞浦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霞浦支行
账 号：426073236636
开户银行：霞浦县农村信用联社
账 号：9060410010010000011950

霞浦县国土资源局
宁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霞浦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霞国土资告字[2018]拍4号

经霞浦县人民政府批准（霞政地【2018】18号），霞浦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
方式出让1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2018-2

土 地
位 置

塔山路北
侧、空海
大道西
侧、上沙
东路东侧

土 地
面 积

45352.7㎡
（68.029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商服
用地

规 划 指 标 要 求

容积率

1.5≤
R≤2.0

建筑
密度

≤
20%

绿地
率

≥
35%

出 让
年 限

住宅
70年；
商服
40年

竞买
保证金

14300
万元

起始价

23810
万元

增价
幅度

50万元
或50万
元的整
数倍

赖起进、钟小娟夫妇遗失儿子赖
志 弘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Q350150412。声明作废。

挂失人:赖起进 钟小娟
2018年3月7日

本人遗失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股金证一本,证号:285178,股金
账 号:9060503000101000012332。
声明作废。

挂失人:刘少德
2018年3月7日

本人遗失福建增值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3500162350，发 票 号 码 ：
00778667。声明作废。

挂失人：兰永花
2018年3月7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宁德
市蓝凤凰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声
明作废。
宁德市蓝凤凰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本人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
字 轨 ：20121，字 号 ：
134753。声明作废。

挂失人：游法义
2018年3月7日

本公司遗失霞浦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东吾信用社开户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4033000884401。
声明作废。

霞浦县宏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齐德玖、叶云春夫妇遗失儿
子齐霁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350684637。声明作废。

挂失人：齐德玖 叶云春
2018年3月7日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消缺需要，

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
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可能取消相应区域停电。在
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
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及用电安全事宜，禁
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
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8-03-14 06:00-16:00,线路名

称：10kV鹤峰Ⅲ线#027杆分支至末端，停电范围：西下
山自然村、聚宝路五至十二弄、畲家山自然村，以下均为
短时停电用户：西岭路灵秀山庄B区1至3号楼、西岭路
灵秀山庄B区5、6号楼、下半岭路白鹤岭、南际公园南际
飞泉寺、白云寺、三清观、贝乐儿童娱乐有限公司（专），
工作内容：配网检修。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微信号 sgcc-fj），
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询停电信息、
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8年3月7日

停电通告遗失
声明

本报讯（郑文敏）3月5日，周宁县李
墩镇际头村村主任陈明祝，像往常一样
点开便民服务中心电视屏幕上的“实时
监控”，10个小屏幕不时切换画面，村中
一段段溪流的实时变化情况一目了然。

“通过观看屏幕实时画面，能第一时
间了解溪流情况，迅速调动‘民间河长’
进行作业。”陈明祝说道。

2017年，际头村投入 100多万元清
淤扩道、拆除违建、植树种草；投入70多
万元进行雨污分流建设。同年 3月初，
村委聘请两名民间人士，担任“民间河
长”，对村庄河道进行巡视，并向村民宣
传治水理念。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际
头溪水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为了大幅度提高河长的工作效率和
管理水平，去年底，该村村民自费在际头
溪沿岸装上了摄像头，建立信息化监控
系统，借助科技手段，实现“民间河长”

“智能河长”联合巡河治水。
“装上摄像头等于有了‘千里眼’。”

陈明祝说，“民间河长”看不到的地方，
“智能河长”可以看到，两者相辅相成，治
水管水无死角。

据了解，际头村已安装摄像头 10
个，覆盖际头溪 1.5公里。下一步，该村
还将继续安装10余个摄像头，实现际头
溪3公里全覆盖。

周宁县李墩镇际头村：

“民间河长”“智能河长”联合治水

3月4日，福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女子护学岗中
队民警们来到福安师范附小，开展“猜灯谜，学交通，
交通安全伴成长”宣传活动。 李文福 王智慧 摄

日前，周宁县狮城镇城西社区农家书
屋获得“全国示范农家书屋”殊荣，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书屋为何能成为“全国示
范”？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家门口的温馨书屋

3月 2日上午一早，城西社区农家书
屋就迎来了多位好学的读者，自2015年搬
入社区综合楼后，农家书屋已成社区居民
最喜爱的休闲之处。

城西社区，常住人口 8856人，流动人
口1700人。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彭忠说，当
农家书屋搬入社区后，就成了辐射近万人
的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居民从家门口步
行到书屋，不到 10分钟。”交通便利，是这
座山城农家书屋的优势。

走进书屋，不到 80平方米的房间里，
藏书 3000余册，内容涵盖经济、文化、农
业、法律、卫生、少儿读物等。2008年，城
西社区开始建设农家书屋，2015年8月搬
入新址，并添置了书柜、桌、椅、电脑、书籍
等设施。有了大空间，书屋原有的藏书就
显得不够丰富。彭忠说，当时县里相关部
门了解到农家书屋的情况后纷纷提供帮
助，捐赠书籍，建立党员、妇女儿童、残疾

人、老年人、未成年人读书角。书屋的电
子阅览室，与县图书馆的图书平台形成共
享，读者在书屋里就能读到图书馆里的所
有电子藏书。

为了使农家书屋不成为“花架子”，该
社区在“管”字上下功夫。

自从当了农家书屋管理员，周雪霞的
手机就没关机过。原来，为了方便社区居
民阅读，周雪霞的手机保持 24小时开机，
让居民有需要时就能找到她。周雪霞说，
接手这份工作之初，书屋管理工作小组的
领导对她提出“三心”要求，“对书屋管理有
责任心，对读者有爱心，对学习新知识有恒
心。”除了书屋的日常管理，社区还常常安
排她到县图书馆“取经”，学习书屋的借阅、
开放等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学会出版物
管理、分类、贴标、上架等相关业务。

书屋延伸服务功能

36岁的残疾人许云海是农家书屋的
常客。“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认真看过书
了。”许云海说，农家书屋里有农技方面的
书本，他经常学习并与周围的书友一起探
讨致富路子。

像许云海这样的读者，在农家书屋里

有很多，他们在书屋找回读书的乐趣，不
仅长知识，还交到了朋友。

2017年初，城西社区建成基层文化服
务中心，以农家书屋为主体，配套完善了
健身房、文体活动室。从此，农家书屋不
再只是书屋，而成了社区群众日常休闲活
动场所，书屋涵盖文化宣传、青少年活动、
科学普及、普法教育、全民阅读、体育健身
等综合服务功能。

依托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城西社区积
极与部门合作，将农家书屋发展成集读书
讲座、教育培训、文体娱乐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性平台。2017年，农家书屋接连举
办了全民阅读月、精准扶贫户中老年人健
康讲座、困难户扶贫知识讲座、路政宣传
进社区、传统家规廉政教育、社区商户安
全生产知识讲座等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农家书屋增添
了一抹鲜亮的底色。

书屋里的“四点钟课堂”

城西社区有20多个留守儿童，社区工
作人员发现这些孩子很喜欢来书屋看书、
写作业。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环境，
2017 年 6 月，城西社区建成社区儿童之

家。在儿童之家里，摆放着课桌椅和小黑
板，在适合儿童身高的小书架上，摆满了
近千本儿童书，有幼儿绘本、儿童故事书、
科普读本等。别小看这些书，为了挑选适
合儿童之家的书籍，周雪霞和同事还特地
到县图书馆、妇联请专家推荐了一份书
单。

儿童之家很受小读者的欢迎，孩子们
将这里当成课后“第一站”，这里，有孩子
们喜欢的“四点钟课堂”。

周宁县实验小学西校区就在农家书
屋附近，每逢下午放学，小学生成群结队
来到儿童之家写作业。孩子们写作业遇
到难题时，社区工作人员总会放下手中的
工作，为他们讲解一二，久而久之，就形成
了“四点钟课堂”。“我非常喜欢儿童之家，
这里有很多课外书，还有阿姨辅导作业”
就读于周宁实验小学的何江敏笑着说道。

“有时我们工作太忙，没办法及时抽
出人手专门辅导孩子们，而且，我们不是
专职老师，怕辅导错了反而耽误孩子的学
习。”彭忠说，今后，儿童之家还会不断完
善机制，也希望社区内的爱心人士能加入
其 中 ，共 同 办 好“ 四 点 钟 课 堂 ”。

□ 见习记者 张颖珍 陈莉莉
通讯员 郑文敏

山城农家书屋成为“全国示范”

“今天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有趣的安全知识课，课后，老师给我们发了新书。”3月5日，蕉城一小一年一班的姜煜晖同学说
道。据悉，新学期，该校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要求各班班主任组织上好安全教育第一课。 杨洋 张中尧 摄

2018年度我市计划考试
录 用 公 务 员 32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