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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

为凝聚全市系统发展共识，增强队伍责任担当，
近日，宁德烟草开展“人人都是烟草形象，处处都是
和谐环境”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以行业“两个至上”为内核，以“福建
烟草——至诚至信，全心全意”服务品牌为引领，通
过开展党建基础知识竞赛、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
征文、服务奉献活动、征集形象小视频等形式，增
强全市系统员工的责任意识、服务奉献意识、协作
意识，让员工队伍在服务发展中亮出精气神、形成
引领力。 □ 陈艺超

宁德烟草开展主题活动
提升服务意识

本报讯（杨洋 林琳）6月1日，在柘荣县宅中乡
山樟村，一幢幢农村新房傍山而建，平坦的水泥道路
干净整洁，内容丰富的文化墙让人注目，与蓝天白云
构成了一幅乡村美景图。“现在村里环境更美了，农
闲时到文化公园里散散步，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富
裕、充实。”村民吴美英感慨地说。

多年来，该村群众通过茶叶种植及外出务工等，
村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由于村民缺少环保意
识，柴草乱堆乱放，违章搭盖、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导
致该村环境“脏、乱、差”。2016年，在县、乡党委和
政府的支持下，该村成为该县首个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

山樟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决心将整顿
环境和巩固人心一起抓，做到标本兼治。在上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共投入 200多万元改善村容
村貌，建设造福工程 33栋，硬化村道 2公里，全
面改造升级景观消防池及周边景观带，开展农村
饮用水源保护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与此同时，山樟村还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
村响广播、发放“明白纸”等形式广泛宣传，充分
调动起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如今，
村民打扫房前屋后的道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
种自觉行为。

柘荣山樟：

乡村旧貌焕新颜

本人遗失道路运输证，证
号：350902002123。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孝端
2018年6月6日

本人遗失一辆黑色豪进牌二轮摩托车，
车牌号：闽 JAG901，发动机号：120208638，车
架号：LZL12P907CHB09035。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胡云贵
2018年6月6日

本卫生所遗失 2016年 3月 7日由宁德市
蕉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副本，证号：350902033833F。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下凡村卫生所
2018年6月6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省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票据号码：00674207。声明作废。

中国农业银行宁德蕉城东方支行
2018年6月6日

本人遗失一辆银色嘉陵牌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闽 JC0182，发动机号:07HD81886，车架
号：LAAATEGD279003064。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陈孝忠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13年 7月 11日由宁德市地方税
务局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350998L60849703。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玄武建材经营部
2018年6月6日

本店遗失 2016年 11月 8日由蕉北市场监
督管理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50902MA2XR1TL7M,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张得云小吃店
2018年6月6日

游杨震、叶锦燕遗失女儿
游芷宣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M350594976。声明作废。

挂失人：游杨震 叶锦燕
2018年6月6日

袁彩燕、罗廷立夫妇遗失女儿罗
珍 美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F3502900161，声明作废。

挂失人：袁彩燕 罗廷立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11年 10月 13日由福鼎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350982100030448。声明作废。

福鼎市特奇冷鲜肉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农场遗失 2009年 5月 6日由福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50981100030763。声明作废。

福安市秀峰生态农场
2018年6月6日

吴兰芳、陶小围夫妇遗失女儿陶思妤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Q350259414。声明作废。

挂失人：吴兰芳 陶小围
2018年6月6日

王成圣、余敏夫妇遗失儿
子王子睿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P3502679550。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成圣 余敏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福
州德榕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编
码：3501040052664；私章，章文：
吴增龙。声明作废。

福州德榕数码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6月6日

本人遗失公章，
章文：福鼎市玲玲建
材商行。声明作废。
福鼎市玲玲建材商行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18年 5月 17日由东侨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社会
信用代码：91350901MA349CPJ21。声明作废。

宁德市三旺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14年 9月 3日由宁德市闽东
华侨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350998310775127。声明作废。

福建微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14年 8月 29日由宁德市地方税
务局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350998310775127。声明作废。

福建微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德东侨支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030001879501。声明作废。

福建微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福鼎市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032000555801。声明作废。

福鼎市耕读农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店遗失 2014年 12月 1日由飞鸾市场监
督管理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50902MA300ERP7T。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三都罗德文饭店
2018年6月6日

本单位遗失江西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代码：107465704，发票号码：
00542963。声明作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

2018年6月6日

本单位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 票 代 码 ：107458953，发 票 号 码 ：
01397802。声明作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

2018年6月6日

本单位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107458952，发票号码：01146564。声明作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蕉城支行
2018年6月6日

本公司遗失 2006年 11月 17日由福建省宁
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50900100013084。声明作废。

福建上智安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8年6月6日

本人遗失宁德市职业教育中心2003年7
月颁发的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证书，证号：
200393010171，声明作废。

挂失人：张爱芳
2018年6月6日

遗失
声明

“3 年来，我积极投身于建设美丽乡
村，建设了凤凰广场，为畲族文化传承提
供了场所……”

“下一步，我将努力完善基础设施，打
造畲风民宿，发展村寨旅游，引领村民增
收……”

5月31日，在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
村会场，该村党员们迎来了三年一度的盛
事——党组织换届选举。会上，上水村党
支部书记、委员候选人围绕“如何推进村
子发展”等关键问题，展开竞职演讲。最
终，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兰石金满票当
选，其他委员候选人也高票当选，党组织
换届选举圆满完成。

“这次当选，对我而言是一项挑战，我
将和其他班子成员一起努力带领村民发
展致富。”兰石金说，今年的班子成员更加

匹配村子发展需求，不仅有思路开拓的致
富能人，有勤劳务实的退伍军人，还有精
通电脑的“90后”，每一位班子成员都各有
所长。

“相比以往从常住居民中选人的做
法，这次我们更加注重拓宽选人渠道，主
动对接在外经商乡贤、返乡就业创业青
年、合作社负责人等能人参与选举。”崇儒
畲族乡党委书记蔡松根说，以往农村干部
队伍老龄化严重，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的
需求出现脱节，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在这
种情况下，“选对人”就显得尤为关键。

上水村党组织换届选举的一次性成
功，也与群众对候选人的认可分不开。村
党支部书记兰石金原本在湖北随州创办
企业，2015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担任上
水村党支部书记一职。今年的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中，在上级党委的鼓励和党员群
众的支持下，他又参加了村党支部书记一
职的角逐。

选对人，就等于选对了发展路子。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就这三年而言，在上
一届村两委的带动下，上水村探索“党建+
扶贫”模式，通过贴息、补助等方式，引导
群众因地制宜发展油茶、茶叶、太子参等
特色农业。同时，村两委还提出发展民族
特色经济，积极打造畲族旅游产业。

在上一届村两委的带动下，2017年，
上水村人均年收入约 15000元，成功退出
县级贫困村，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
贫。

好的“火车头”，不仅关系村子的发展
能力，也直接关系到村民对发展的信心。
为了此次选举，村民兰平成特意提前一天

从福清市赶回来。
“这几年下来，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村两委班子工作成效显著。兰书记对
村子下一步发展的思路，让我对村子今后
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兰平石说。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能否做好，
能否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不仅直接关系
到当前农村的稳定，也关系到今后三年乃
至更长时期农村的长远发展和党在农村
执政基础的巩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
石，意义尤为深远。”霞浦县委组织部部长
陈向汉说道。今年，霞浦县高度重视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通过充分做好前期准
备、严格把握任职条件、坚持资格审查制
度、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优化村级班子结
构等措施，为乡村发展选出“对的人”。
□ 本报记者 郑雨桐 茹捷 通讯员 陈清

不仅“选出人”还要“选对人”

5月31日，漳湾10号码头顺利完工后已进入门机安装阶段。据了解，漳湾10号码头将配备两台40吨吊重的门机，码
头能接纳5万吨级货轮停泊装载货物。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林学良 摄

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这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唯
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定位，
坚守责任担当，忠诚履行职责，为实现新
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方能兑现党
旗下的庄严承诺，不负组织重托、领导厚
望、群众期盼。

强化责任意识，促进压力传导。党组
作为本单位的领导核心，是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在本单位落地生根的责任主体，要把

“管党”“治党”放在党建工作的核心地位，
把好方向、管住大局，将自身打造为“方向
标”“领头羊”。首先要从深刻把握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基本要求入手，充分发
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龙头作用，通过
不同形式的学习，进一步深刻把握主体责
任的内涵和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全面从
严治党是党组的首要责任，是党组的主
业，把抓主体责任落实贯穿于党组工作的
始终。其次要树立担当意识。作为全面
从严治党在本单位的领导者、执行者、推
动者，要着力构建决策科学、监督有力的
权力运行体系，对落实主体责任情况加强
考核，敢于追责，及时提醒。支持派驻纪
检组依法查办案件，做到不护短、不遮丑，
不留空间、不留死角。第三要加强领导协
调。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一岗双责”是
一项艰巨的工程，要建立措施有力、分工
明确、任务具体、追责严厉且具有较强可
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工作机制，以制度督促

党组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机关党支部认
真履职，形成通力协作、各负其责、齐抓真
管、上下联动、层层负责的工作格局和强
大合力。

严肃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党
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全面
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新
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组
成员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带头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使党内政
治生活规范化、常态化。坚持党的组织
生活制度。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
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要牢固树立党的
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按照“贵在
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的要求，坚持
和完善“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党员
党性分析、谈心谈话、领导干部双重组织
生活会等基本制度，严格规范程序，注重
提升质量，并创新性地建立起党内组织
生活考核检查机制，机关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进一步凸显，党建工作的规范化
水平持续提升。坚持民主集中制度。民
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决策
中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坚决不搞一言
堂，不独断专行，任何人不凌驾于组织之
上。要坚持集体研究、民主决策，认真修
订完善《局党组工作规则》《局务会议工

作规则》，形成会前送审、会上研究、完整
记录、形成纪要、存档备案的工作程序。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
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要坚持“团结—
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
针，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把个人重大事项、
群众反映、巡察反馈的问题，在民主生活
会上说清楚、谈透彻，主动接受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监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时，要从工作问题中透视纪律问题，从共
性问题中查摆个性问题，从班子问题中
认领个人问题，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
不讲面子，坚决摈弃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真正形成“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氛围。

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全面
从严治党，特别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作
风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
目中的声誉和形象，容不得半点闪失。党
组在作风建设方面应做到有标准、有尺
度，方能守得住阵地，稳得住军心，确保工
作顺利开展。要有严的态度。转作风，应
先转思想，只有明令“红线”，让党员干部
在脑子里面绷紧弦，才能行得正、走得
直。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对作风建设坚持

逢会必讲、逢事必提，对违反机关作风纪
律的干部职工严肃问责，紧抓小事小节，
切实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必止，体现作风
建设之严，更是全面从严治党之严。要有
实的措施。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只有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才能避免“一阵风”。探索制定廉政纪律

“清单”制度，如明确土地整治工作十个
“不准”，规范了工作人员“有所为、有所不
为”的行为边界。进一步完善学习、考勤、
外出登记、请假、值班、会议等制度，加强
干部日常管理，端正机关作风。建立健全
了贴心服务企业与群众、信息互联互通、
作风督查与责任追究等 6项机制 18项措
施，以实而又实的措施抓作风建设、促党
的建设。要有敢的气魄。抓作风建设，就
是与不守规矩的干部对着干，与过去的不
良现象拧着来。只有坚决克服“好人主
义”思想，坚持问题导向，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不怕得罪人、不怕“摊上事”，一寸
不让、一抓到底，才能让党员干部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自觉在监督和约束的环
境中工作和生活。

坚守责任担当 全面从严治党
宁德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林勤铃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游艳）5月31日，
在柘荣县第三小学新校区项目工地的公示栏上，一
张大红纸上详细公示了75名农民工5月份的出勤和
工资信息，工人们认真核对，若有疑问，即可拨打公
示栏上的投诉电话予以咨询。源头“护薪”让农民工
不再“讨薪”，这是我市在全省率先创建“无欠薪项目
部”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创建“无欠薪项目部”，实施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
资与工程款分账管理、项目部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等措
施，有效解决建设施工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维护
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我市自2013年启动“无欠薪项
目部”建设以来，通过大数据建设、电子信息化等创新
手段，使其不断完善为一项防止项目欠薪的长效机制，
为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领取薪酬建立了一道防护网。

“2017年，我市有 205个在建企业创建‘无欠薪
项目部’，涉及工人 2.68万人，161家企业预存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 5845万元。在市人社局和相关单位
的配合下，有效控制了欠薪案件的发生。”市劳动监
察支队相关负责人说道。

“去年3月份我和公司签了劳务合同，每个月工
资都能准时、足额地发放到工资卡上。”来自闽侯的农
民工林文清告诉记者，以前在外务工最怕的就是忙完
整个项目，包工头跑了，工资没着落。而在柘荣县第
三小学新校区项目工地干活，心里踏实，该项目创建
了“无欠薪项目部”，可在月初根据工资结算表核对出
勤和工资信息，不存在少发、漏发、拖欠工资现象。

林文清所提到工资结算表的公示是“无欠薪项
目部”建设的其中一个环节。“我们让每一笔工资都
清清楚楚、有理有据，从源头上杜绝不必要的劳务纠
纷。”该项目经理林平说道。

为了进一步深化“无欠薪项目部”创建工作，我
市还建立了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对欠薪企
业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市劳动监察支队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将继续
认真指导和督促各施工企业及其项目部积极创建数
字化“无欠薪项目部”活动，全面实现全市施工企业
用工管理规范化、工资支付常规化、欠薪监管制度
化，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源头“护薪”
让农民工不再“讨薪”

本报讯（郑章华）6月 1日，柘荣
县富源工业区乍洋产业园招商洽谈会
在温州举行，80余家投资意向企业前
来对接洽淡，12家企业现场签约，预
计总投资8.5亿元。

据了解，柘荣县富源工业区乍洋
产业园，由柘荣县政府主导开发运
营，与柘荣县兆宸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合作，采取以商招商的方式，打造国
内专业不锈钢精深加工基地，集金属
新材料先进制造、物流仓储、技术研
发、采购贸易、金融服务、教育培训、
商务配套、生活配套为一体的现代化
产业新城。园区总规划面积 1600
亩，项目计划总投资 20亿元，建成投
入使用后，力争三年内集聚 40—50
家以上不锈钢钢管精深加工企业，引
入投资 30亿元，年产值超 100亿元，
年均税收3亿元。

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柘荣县叠加放大资源和品牌优势，
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打
造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承接发展
不锈钢新材料精深加工产业，推动
传统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同时，
该县高度重视投资软环境建设，出
台了系列优惠政策，为企业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

12 家温州企业
即将落户柘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