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经信委市经信委 链条招商 推进落地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5 月 28 日，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通过链条招商、龙
头招商等方式，市经信委招商工作人员
全力开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工作
人员先后前往上海、无锡、常州、昆山等
地考察供应商企业。截至目前，已对接
供应商企业 100余家次，已明确入驻供
应商企业 30多家，并进一步推进该批次
企业签约落地。

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
经信委作为上汽宁德基地项目主要对接
部门，共参与上汽集团各部门会谈 30余

次，答复上汽集团各部门提出的整车生产
资质牌照、财税政策、市场、成本、用地、规
划、物流、水电气等问题共计 93大项 357
小项，项目从选址到签约仅用了5个月。

为确保工程进度，市经信委牵头起
草了《项目前期要素保障责任分工表》

《主机厂工程前期工作责任分工表》《项
目周边基础配套设施前期工作责任分工
表》，经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后，还下发
了《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上
汽集团宁德基地项目前期要素保障等责
任分工表的通知》。

市经信委工作人员介绍，将在下个
月基本完成与 30多家供应商企业的签
约工作，总平面设计图也在陆续完成
中。下阶段，市经信委将立足一级供应
商企业，积极引进二、三、四级供应商企
业，推进供应商企业落地，为铸就新能源
汽车全产业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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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屏南县甘棠乡王林村
梧洋自然村，村民郑帝瑞正在家门口打
扫。前段时间，他刚刚拆了自家的旧菇
棚，为村里腾出了一片整洁的空地。

过去，梧洋村零散种植食用菌的农户
较多。随着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专业化
发展，食用菌种植户不断减少，许多菇棚
被废弃，也没人愿意花力气进行清理。

随着甘棠乡乡村旅游业日渐兴旺，许
多游客到梧洋村观赏梨花，废弃菇棚显然
大煞风景。为了推动梧洋村的环境整治
工作，今年3月，甘棠乡党委书记张书俭和
村民商量：“如果你们能在短时间内把村
里的环境整治好，乡里就把今年的芙蓉李
采摘节放在梧洋村办。”

得知这一消息，村民们的积极性前所
未有地高涨，纷纷配合村两委拆掉自家的
菇棚。仅10天左右，村里的二十多个旧菇
棚全部被拆除，环境大大改观。“我们村子
不大，如果自己再不抓住机会，主动改善
村子的面貌，村子发展起来也很困难。”郑

帝瑞说。
近年来，甘棠乡大力推进乡村旅游，

生态环境对于甘棠乡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该乡许多村庄位于金造溪支流畔。
过去，村民环保意识不强，随意将生活垃
圾弃于溪流中。位于下游的小梨洋村和
漈下村时常被溪流中的垃圾困扰，生态环
境堪忧。按当时小梨洋人的话说，“雨天
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两条溪流，大
河漂垃圾，小河流臭水……”

小梨洋村是省级传统古村落，清代戍
台名将甘国宝出生地，历史悠久，具有浓
厚的文化积淀，自然景观优美、特色旅游

资源丰富，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优势显著。
生态环境若被破坏，对小梨洋村的发展而
言是“硬伤”。

“我们立足自然资源优势，树立了‘发
展生态经济，建设美丽甘棠’的奋斗目标，
全面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让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张书俭说。

2016年底开始，甘棠乡全面开展生态
环境整治工作，全乡配备专职环卫人员 32
名、垃圾箱 310个，实现垃圾村收集、乡转
运、县处理；推进污水管网铺设及末端处
理工程，全面完成改厕任务及部分改水工
作；加强河道清淤，清理乱搭盖……

一系列有力的举措，让甘棠乡整体形
象不断改善，村民的环境意识也明显提
升，主动维护起周边的环境。小梨洋村和
漈下村也摆脱了河道垃圾的困扰，优美的
生态环境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形成
了“漈下—巴地—小梨洋”特色旅游带。
去年，小梨洋村共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漈
下村共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

5月28日，在沈海高速公路三屿互通项目施工工地，工人们正在进行前期工程钢栈桥施工，三通一平工程也如期展开。
据了解，省高速集团前期建设工作组已全部进驻现场，目前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魏昺灏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雷
美容）5月 28日，记者来到福安南浦
村供电项目施工现场，国网宁德供电
公司员工正忙着对 630千伏安箱式变
压器进行送电前的验收测试工作，确
保上汽宁德基地项目施工用电。据了
解，为服务上汽宁德基地项目建设，该
公司成立了以公司总经理为客户经理
的上汽宁德基地项目服务团队，全力
对接，保障用电。

“为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还成
立专项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项目服
务，全体党员带头服务项目攻坚，承担
急难重要任务。”国网宁德供电公司服
务上汽宁德基地项目临时党支部副书
记黄晶菁介绍说。

该公司还实施供电电源建设至
客户红线、客户用电工程限时办结
制、专职客户经理入驻指挥部无缝对
接、超前建设配套电网等“四项”服务
举措，建立了工作专业负责、日调度、
周总结通报、月度评价考 核 等“ 四
项”工作机制。该公司提出 10 千伏
临时施工、10 千伏高供低计客户报
装接电全流程时长不超过 30个工作
日，高供高计客户不超过 70 个工作
日等目标。

截至目前，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已完成 4 台 630 千伏安临时用电变
压器安装送电，全流程时长压缩至
30 天，比计划要求送电时间提早 15
天；9天时间完成三屿互通临时供电
线路 4 台 400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增
设工作，新增容量 1600 千伏安；220
千伏岙村变电站地基处理队伍已进
场；110 千伏大厅变电站工程、10 千
伏八都 II 线项目等各供电项目稳步
推进。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已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收
入自 2015年 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
至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这段时
间内的重要文献，共 72篇，约 63万字。其
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4篇，其他中央
领导同志的文稿 16篇，中共中央、国务院
的有关文件 22篇。有 19篇重要文献是第
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集中反映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时
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
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
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极不平凡历程；集中反映了习近
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
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
略定力，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的决
定性作用、作出的决定性贡献；集中反映
了全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执行《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取得的卓著成效；集中反
映了党中央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在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港澳
工作和对台工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提出
的重要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显
著成就和创造的新鲜经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与
之前出版的上册、中册形成一个完整系
列，为全党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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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提供了重要教材，对于全党进一步统
一思想、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
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中
共中央关于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专项清理的
决定》日前发布。党中央决定，废
止 3件、修改 35件中央党内法规和
相关文件。

针对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专项
清理，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作出的决策部署，对于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效
解决部分党内法规和文件与机构
改革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
致问题，确保机构改革依法依规进
行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中央纪委、中央
各部门要抓紧对本单位涉机构改
革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清
理，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要
按照机构改革精神及时清理自身
制定的涉机构改革的文件。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组织实施好
本地区涉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和相
关文件的清理工作。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深刻认识专项清理工作的重要意
义，认真抓好贯彻执行。对废止的
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按照档案、
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存档、查档
利用等工作。对需要修改的党内
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抓紧启动修改
工作，优质高效完成修改任务。

中共中央对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作出清理决定

服务上汽项目 确保顺利推进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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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态环境 激活“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郑雨桐 郑舒 通讯员 黄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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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福建日
报记者 周琳）5月 29
日，省委书记于伟国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
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
四次院士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战略全局，高度
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科技事业的历史
性变革与历史性成
就，准确把握科技创
新与发展大势，对实
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目标作出了重要部
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于鼓励广大科技工
作者勇做新时代科技
创新排头兵，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为实现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目标而努力奋斗，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

会议强调，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一要抓认识提升。进
一步深化对创新驱动
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
的认识，把科技创新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建
设创新型省份，真正
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二要抓
体制机制创新。坚持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充分发挥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作用，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完善多元投入
机制，建立健全创新评价机制，在科技管理、人才引
进、科技评价、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产业集聚等方面
先行先试。三要抓平台建设。拓展对外开放平台、
科研创新平台、研发服务平台，使之成为科技要素集
聚高地、科技创新高地和成果转化高地，让更多创新
资源汇聚新福建。四要抓项目推动。将科技创新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选准项目突破口和主攻方向，突出
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增添
动力。五要抓人才集聚。以产业壮大、舞台扩展、机
会增长来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营造良好
的创新环境。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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