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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公告
根据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

院（2015）霞执字第 240号之三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我局将
兰克锦、郭桂眉名下坐落于霞
浦县松港街道东兴社区山河路
8号长溪豪庭 6号楼 1209室的
房产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至戴文
戎名下。并将兰克锦、郭桂眉
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霞国用（2015）第 0942 号】和
《房屋所有权》【霞房权证松港
字第20150263号】予以注销。

霞浦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16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年 5月 16日股东会决议，宁德

长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330万元人民币，请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元兵
联系电话：18621691178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湾坞工

业集中区中心路7号
宁德长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清算公告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专业合作社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古田县欣舫农业服务
专业合作社 2018年 5月 16日的成员大会决议解
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
自接到本专业合作社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到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及
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江中 联系电话：13004935025
联系地址：古田县平湖镇新舫村兴舫街35号

古田县欣舫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组长：苏江中

2018年5月18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6月5日16时在福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交易大厅（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
1、坐落于福鼎市沙埕镇兴港路 123号、125号、127号、129号沙

埕港建填海区台湾渔民事务工作站综合办公楼一至四层房屋的三
年租赁使用权（建筑面积计约1042㎡）；2、坐落于福鼎市桐山南大路
49号即太姥商住楼B栋219-231号沿大街第二层营业用房的三年租
赁使用权（房屋建筑面积约 530㎡）。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标
的展示、报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截至2018年6月4日17时30分止。

上述2个标的原承租人如有意继续承租，应在拍卖公告发布规
定的期限内报名参拍，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否
则，即视为放弃优先权。

联系地址：福鼎市海口路 21号三层，联系电话：0593-7962210、
13950508222、18959338868，联系人：陈女士。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经宁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宁德市国土资源局东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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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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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规定的期限内均可通
过网上交易系统申请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 2018年 5月 18日至 2018年 6月 14日 17时到
网上下载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6月14日17时
到网上申请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8年6月14日17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年 6月 14日 18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宁德市国土资源局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陈普路尚德小区3

号楼1102室（国土分局）
联系人：林先生、缪小姐
联系电话：0593-2831526、0593-2931525
开户单位：宁德市国土资源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开户行：中信银行宁德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宁德东侨支行
帐号：7610110183100000546,35001686107052503692

宁德市国土资源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18年5月17日

宁德市国土资源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侨国土资公告告字[2018 ]6号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保证金：

约定土地条件：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2018-6
50年

不小于30%
222万元

按第（一）种
方式

1109万元

2018年6月7日8时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高度：

约定土地条件：

场地平整：

基础设施：

0.9501公顷

不大于等于2.0
多层、高层

按第（二）种方式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座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现状土地条件：

1万元

2018年6月19日17时

东侨工业集中区福宁北路以西、濂川路以
南、金湾路以北

不大于2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净地

5月17日，宁德、福安供电公司以世界电信和信
息社会日为契机，同步开展“三电”设施保护宣传月
活动，进一步保障电力设施建设和电力生产顺利进
行，规范供用电秩序。

此次活动宣传内容包括打击盗窃、破坏“三电”
设施违法犯罪专项工作成效、已破获的典型案件、

“三电”设施安全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安
全防范常识等方面。活动现场，供电公司志愿者通
过向市民发放《电力法》《福建省电力设施建设保护
与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用电安全三字经》《安全
用电小常识》等宣传资料，解答安全用电咨询等形
式，向广大市民宣传保护电力设施法规及安全用电
常识，进一步提高了群众保护“三电”设施安全的法
律意识。期间，全市共分发宣传材料约10000余份。

据悉，该公司及 8个县（市）供电公司将在 5月
同步开展安全月活动，以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方
式，大力宣传电力设施保护法律法规，动员广大市
民参与到“保护电力设施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的全民护电中，形
成人人维护供、用
电秩序的良好社
会氛围。
□ 姜南昵 梁荣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开展
“三电”设施保护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廖诗雄）“每天服务中心以
及街道辖区 11个卫生所平均接待签约服
务对象达 300多人次，签约就诊受到市民
的欢迎。”日前，福鼎市山前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徐双兴对笔者说道。该街道
自 2017 年 8 月份起，在福鼎市率先推出

“3+X”家庭健康责任医生团队签约服务，
为辖区内的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

作为福建省“3+X”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试点，福鼎市的“3+X”健康管理团队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由家庭医生、护士
等组成，同时将各街道村医纳入，组建一
批家庭健康责任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长期
提供免费基本体检、建立健康档案、上门

诊疗等日常卫生管理服务，并对高血压、
糖尿病、结核病、重性精神障碍等患者的
家庭开展访视服务。

今年，该市进一步推进公共医疗单
位软环境建设，组建以福鼎市医院为龙
头的县域医共体，统筹推进医保支付、
价格调整、签约服务等配套工作，助推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力争县域内就诊率
达到 90%左右。探索运用信息化技术，
加强医疗质量监管和医药费用控制，年
内药品耗材收入占比降至 41%以下。
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巩固普通人群
签约覆盖率 30%以上、重点人群 65%以
上、精准扶贫对象 100%的目标。持续
推进“海云工程”项目，实现项目扩面提

质增效，力争在分级诊疗制度、家庭医
生签约、基层服务能力等工作创出福鼎
医改新特色。

同时，该市进一步强化医疗硬实力建
设，加快落实一批重点卫生项目。其中，
福鼎市医院百胜新院区感染科、呼吸内
科、检验科等科室先后投入使用，以分解
城区就医量；重点推进中医院北院区（一
期）项目规划建设，计划新增床位 500张，
提升中医服务能力。山前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签约与健康小屋建设项目、
桐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综合楼项目、
各乡村卫生所达标建设项目等一批基层
卫生项目加快推进。该市还将加大县域
医疗三大平台五大中心建设步伐，今年将

完成县域心电诊断中心、医学影像中心建
设，推进县域消毒供应中心、临床检验中
心、病理检验中心建设，推进卫生补短板
项目建设。

目前，位于太姥山镇的福鼎市第二医
院新院区（二院）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
这是继福鼎市医院百胜新院区之后，该市
又一个医疗卫生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473亩,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
设项目按照二级综合性医院标准建设,规
划总床位 300张。项目落成投入使用后，
将解决太姥山镇及龙安、店下、硖门、嵴
山、沙埕下半片、宁德核电站、文渡与水井
头工业园区等周边区域及太姥山旅游人
群共达2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

福鼎：推行“3+X”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文/图）5月16日，
在上下班高峰期，记者对宁德市区多个路口
进行调查，发现车辆加塞抢行实线变道的交
通违法行为还真不少。

当日16时42分，市民陈先生发给记者的
行车记录仪图像显示，在东湖路和侨兴路路
口，黄灯已经亮起，一辆白色 SUV从他小车
的右侧闯黄灯呼啸而过。陈先生告诉记者，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一些路段司机为了
图方便，不按交通标线行驶、红绿灯处实线变
道的现象很多。如建行蕉城支行门口，经常
有车辆从其一旁小路窜出，压实线横跨三个
车道驶入对向车道。

蕉城北路八一五路路口、南环路路口因
红绿灯相距较近，上下班高峰期，一些司机为
了抢过绿灯，常常加塞，导致交通进一步拥
堵，其中不乏公交车。此类现象在万达红绿
灯、东湖市场红绿灯处都较为多见。陈先生
告诉记者，在市中医院红绿灯往北站方向，因
为有两个红绿灯，经常有司机压双黄线通过
对向车道逆行超车闯红灯。

据了解，市交警支队每个月都通过微信
公众号曝光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根据《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道
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一次记6分；驾驶机动
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3
分，仅5月8日当天曝光的违规行驶车辆就达
24辆。

东侨交警直属二大队负责人提醒，不按
照交规行驶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
为，其违法行为在影响交通秩序的同时，更是
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

记者调查发现，上下班高峰期，宁德市区多个路口

车辆加塞抢行实线变道，不少！

加塞！

本报讯（张颖珍 缪星 陈清）5月 14日，记者在
霞浦县下浒镇大墘里水库现场看到，水库已经完成
建设施工，进入安全检测阶段。大墘里水库作为下
浒镇区的第二水源工程，投入使用后，将有效解决镇
区及周边村庄用水困难的问题。

下浒镇位于东冲半岛中部，目前，镇上仅有一个
27万立方米库容的大桥水库，无法满足镇区以及周
边村落居民的用水需求。一到用水高峰季节，自来
水供应严重不足，居民只能到附近的水井打水。“一
年四季都缺水，尤其是过年。”柏溪村村主任林清告
诉记者，过年期间在外地务工的村民都回家团聚，用
水就更紧张了，甚至出现做年夜饭中途没水的情
况。为此，村里家家户户都常年备着大水缸，保证3
天的用水量。

为彻底解决用水难问题，2015 年 11 月，下浒
镇大墘里水库正式动工，水库位于下浒镇柏溪流
域的黄梅坑支溪上，作为镇区的第二水源工程，
大墘里水库更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据介绍，
水 库 总 库 容 111.2 万 立 方 米 ，可 提 供 年 供 水 量
132.5 万立方米，水库投入使用后，不仅可解决群
众饮水安全问题，同时将对水库下游 110 亩农田
进行灌溉，对推动下浒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将发挥重大作用。

2017年11月，投资1500多万元的“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下浒镇区水厂工程”开始建设。该工程
水源取自大墘里小（一）型水库，配水区为下浒镇区、
前洋村、石湖村、东澳村、西岐村、柏溪村、坑里头
村。建成后，可配合大乾里水库的使用，有效解决了
下浒镇长期以来供水较为落后的局面，进一步改善
基础设施条件，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据了解，该
工程将于今年9月竣工。

大墘里水库进入检测阶段
下浒镇解决“水问题”指日可待

本报讯（游艳 章伟利） 5 月 14
日，柘荣县计生协会的工作人员和保
险公司经理一行，来到富溪镇横龙坑
村因车祸意外身亡的村民林某家，将
5万元的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理赔
金送到被保险人林某的女儿手中。

近年来，柘荣县计生协会不断完
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提升生育
关怀行动水平，增强计生家庭抵御意
外伤害风险能力，减轻计生家庭因意
外伤害所造成的经济负担。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形式，与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广的针对计生家庭
的专属险种，计生家庭每年每户只需
缴纳 100元保费，就可享有 16.5万元
的风险保障。

截至 2017年底，柘荣县已连续 7
年开展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计生家庭意外险覆盖全县 3000多户
计生家庭 1万余人。2017年有 32个
计生家庭出险，理赔金额 19.22万元，
理赔率高达67.67%。

柘 荣

计生家庭意外险
覆盖3000多家庭

本报讯（丁燕茹）近日，一段疑似
酒后驾驶电动车并带有挑衅谩骂交警
言语的视频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传
播，5月15日，福鼎市公安局抓获涉案
违法嫌疑人林某等人。

5月 13日，一条 8秒短视频在朋
友圈等社交平台传播，视频中一名年
轻男子手持酒瓶并挑衅说“来抓我
呀”，视频中还有谩骂交警的言语。福
鼎市公安局立即由视频入手，顺线调
查，抓获涉案违法嫌疑人林某等人。5
月15日，福鼎市公安局对该案林某等
人处以行政拘留等相应的处罚。

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遵纪
守法，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记慎言慎
行！更不可酒后驾车，法网恢恢，一旦
触犯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发布谩骂交警视频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