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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宋贵莲遗失女儿宋一希的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P350089309。声明作废。

挂失人：宋贵莲
2018年6月29日

鲍克明、赵莲燕遗失儿子鲍承骏的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P350085985。声明作废。

挂失人：鲍克明 赵莲燕
2018年6月29日

本店遗失2013年1月21日由福鼎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350982600198435。声明作废。

福鼎市蚝人家生蚝馆
2018年6月29日

本店遗失 2012 年 3 月 22 日由福建省宁德市
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350998L45026709。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闽兴陶瓷批发部
2018年6月29日

薛景东、林巧妹夫妇遗失女
儿薛钰欣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H350257473。声明作废。

挂失人：薛景东 林巧妹
2018年6月29日

李晓晖、董梦洋夫妇遗失女儿
董 红 萏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O350684271。声明作废。

挂失人：李晓晖 董梦洋
2018年6月29日

本批发部遗失邮政储蓄银行周
宁支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038000239101。声明作废。

周宁县智泽水产品批发部
2018年6月29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宁德市碧涛阁桑拿中心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0 日的
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
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魏四俤 联系电话：13905004650
联系人：钟二仔 联系电话：13509339063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割草埕4号

宁德市碧涛阁桑拿中心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魏四俤 副组长：钟二仔

2018年6月29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福建鸿利丰农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的股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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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
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魏碧钰 联系电话：18350322668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华侣小区A幢102号

福建鸿利丰农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魏碧钰 副组长：吴莹生

2018年6月29日

本人遗失福安龙祥山公墓安
葬证，墓主；毛啟富，编号；四区六
排17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毛祥现
2018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本酒店遗失 2004年 12月 22日由霞浦县公安消防
大队核发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正本，证号：（霞公消
检查【2004】97号）。声明作废。

霞浦今典大酒店
2018年6月29日

杨腊梅、何海夫妇遗失女儿
何若妍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350185959。声明作废。

挂失人：杨腊梅 何海
2018年6月29日

本人遗失一辆黑色吉尔姆牌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闽 JC3745，发动机号：08090413，车架号：
LT4TBG1388Z009548。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雨州
2018年6月29日

本经营部遗失 2017 年 6 月 29 日由宁德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证号：JY13509000009852。声明作度。
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日用品经营部

2018年6月29日

余养锋、游嫩妃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字轨
143，字号2332688。特此声明。

声明人：余养锋 游嫩妃
2018年6月29日

本人遗失一辆红色豪豹牌二轮摩托车，车牌
号 ：闽 JK2769，发 动 机 号 ：40226714，车 架 号 ：
LF4HPBJ0040010314。声明作废。

挂失人：董赞长
2018年6月29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号：
35222519890418001363。 声 明
作废。

挂失人：郑彬
2018年6月29日

薛景东、林巧妹夫妇遗失儿子
薛文昊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O350982751。声明作废。

挂失人：薛景东 林巧妹
2018年6月29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省失业保险
单位缴费手册。声明作废。

福安市九隆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本人遗失一辆红色洪都牌二轮摩托车，

车牌号：闽 JA0304，发动机号：11080487，车
架号：LPPAPEC001F8X0079。声明作废。

挂失人：余延信
2018年6月29日

遗失声明

6月28日，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部）游泳预选赛暨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霞浦县游泳馆举行，来
自宁德、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等地 405 名运动员参赛。据悉，本次比赛将一直持
续至7月1日。 杨洋 朱世刚 摄

本报讯（记者 郑舒 通讯员 林凌玲）“作为一
名宣讲队员，听了讲座后受益匪浅，我会在今后学
习、生活、工作中，不断加强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
习。在今后的幼儿园工作中，也会在家长开放日、
家长们会上向家长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6 月 26
日，东侨实验幼儿园教师李娜在听完理论宣讲骨干
专题辅导讲座后说。

近日，东侨开发区从各单位推荐选拔 50 多名
宣讲员，进行统一讲座培训。讲座邀请四位资深
导师对该区各单位理论宣讲骨干进行辅导。通过
辅导，进一步加强了东侨理论宣讲队伍的建设能
力，增进宣讲骨干对新思想的认知和认同，推动
东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

面学、系统学、深入学，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在东侨全区兴起“大学习”活动
热潮。

“对东侨的理论宣讲轻骑兵之家和宣讲联系
点而言，不仅要做好阵地建设，还要把最优秀的
人才选到宣讲员队伍中来，做好学习、交流、培
训，更要通过不断的磨练，使每个宣讲员都成为
党的理论宣讲进基层的好手。”市委讲师团团长
余桑表示。

坚持面向基层、接好地气，推动新思想落地生
根，是东侨学习宣传贯彻新思想的鲜明特点。今年
以来，东侨开发区共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20
余场，受众达到 10000 多人次。宣讲队员们不断丰
富理论宣讲手段和方法，使干部群众有兴趣、坐得

住、听得懂、记得牢，不断增强理论宣讲工作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

为全面兴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大学习”热潮，今年，东侨开发区还提出了“十
个一”活动，重点抓好以下十个方面工作：落实每周
一次集中学习、开展一次大研讨活动、领导干部带
头讲一堂党课、每月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培养
一支理论骨干队伍、启动新一轮干部培训、丰富一
批宣传载体、举办一场文艺汇演、组织一次对外宣
传、撰写一篇调研报告。旨在以学习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党建长效机制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拥抱新时代、实现新作为的动力和热情，转化
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作为，推动东侨开
发区保持高质量加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 缪星）6 月 28
日，我市召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第一次代表大会。副市长黄建龙
参加会议。

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了我市供
销社成立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效和
经验，部署今后五年我市供销事
业工作。

会议指出，要扎实推进综合

改革，打造新时代新供销，确保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要
持续拓展服务领域，创新优化服
务供给，不断提升为农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打造为农服务新平
台。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推进供销社改革发展，切实加
强自身建设，着眼事业长远发展，
打造改革发展新队伍。

我市召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记者 缪星）6 月 28
日，我市召开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当前全市创
森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下一
步工作计划。副市长黄建龙参加
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强化问题导向，正视当前我市创森
工作存在的差距，进一步强化思想

认识，全力以赴推进全市创森工
作。要强化工作重点，对照测评体
系和各项指标，找准短板，加快推
进创森各项任务的落实。要强化
责任落实和组织领导，增强大局意
识，强化措施，密切配合，充分凝聚
和发挥创森工作合力，扎实开展好
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
任务。

我市召开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缪星）6 月 27
日下午，市政协副主席、市筹委会
驻会副主任刘国平到宁德市华侨
小学察看第十六届省运会开幕式
文体展示表演志愿者暑期排练情
况。对学生们不畏炎热，认真参
与排练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并
要求一定做好暑期排练的防暑降
温等后勤保障工作。

据了解，办好省运会开幕式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宁德市筹
委会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开幕式
筹备的各项工作。由于开幕式
文体展示是庞大的广场表演，需
要众多的演员参与，筹委会向社
会 各 界 招 募 了 参 演 志 愿 者 近
5000 名，现已进入第一阶段分章
节排练。

市筹委会领导察看省运会表演志愿者暑期排练
本报讯（游艳）“今天血压挺稳

定，降压药要记得准时吃，平常少吃
咸菜和油腻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
菜。”6 月 27 日，柘荣县乍洋乡前楼村
村医周赛玉到村民吴金香家里，为其
测量血压。

今年 79 岁的吴金香，患高血压
已 10 多年。以前老人每个月都要到
县医院去挂号、排队、领药。耗时耗
力不说，家人还担心老人的安全。自
从去年 6 月签约家庭医生后，吴金香
老人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县医院的
医疗服务。

为了方便农村老年人就医，柘荣
县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每季度都会
到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患者家中随
访，即时关注特殊病人和传染病人的
病情，并为他们提供健康状况评估、健
康监测管理、门诊、转诊等服务。据柘
荣县乍洋乡卫生院负责人袁霞介绍，
为满足农村群众对优质医疗人才的需
求，该县选派县医院副院长兼任乡镇
卫生院院长，抽调县级医疗机构专科
医生到乡镇卫生院挂职副院长，负责
分级诊疗及医疗质量管理。

柘荣县作为全市首个县乡医疗
卫生一体化管理试点县，按照“六统
一、一个推进”要求，即人员、科室、质
量管控、信息系统、药品、签约服务统
一管理、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将 17 种
医保限药全额报销作为突破口，以

“1+1+X”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着力
点，因地制宜调配医疗检查、治疗设
备到乡村医疗机构，实现医疗资源向
基层延伸。

据悉，柘荣县现已投入资金 200
万元，完成了 20 个一体化村卫生所建
设，并按照“两制、五有、七统一”管理
机制投入运行使用。截至今年 4 月，
柘荣县医院下转至乡村医疗机构的高
血压、糖尿病患者达3693多人次。

东侨兴起“大学习”活动热潮

创新一体化就医模式
兜起基层医疗网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
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
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审计机关要牢固树立扶贫审计大
格局理念，紧紧围绕扶贫工作“六个精准”要求，深刻揭
示资金管理使用和项目实施的风险隐患，坚决揭露发生
在贫困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防止苗头性问题转
化为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要
求落到实处。

树立科学审计理念，督促扶贫政策措施落实。服务
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局，坚持审计全覆盖“一盘棋”
思想，横向建立市县审计机关联审、交叉审，纵向形成

“一年审一片”，逐步扩大覆盖面。建立扶贫审计长效机
制，实现“十三五”时期扶贫审计工作目标。统筹整合推
进扶贫审计工作，把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
落实的具体内容和工作原则统筹纳入到稳增长等政策
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预算
执行审计、金融审计等各类审计项目中，科学调配审计
资源力量，应审尽审。

严格依法审计监督，推动精准扶贫创新发展。积极
适应扶贫方式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过程，
主动转变思想观念，践行审计新理念。坚持依法审计，
认真组织审前调查，科学制定审计方案，加强审计现场
管理，严格审计取证程序，强化法规复核审理，将法治思
维贯穿扶贫审计全过程；严格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及省委实施办法精神，严守审计

“八不准”工作纪律和保密等纪律；创新方式方法，充分
利用扶贫领域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数据，进行“大数据”分
析比对，摸清摸透扶贫数据信息关联，结合座谈调研、项

目实地察验等方式，提高审计效率；注重容错纠错，实事
求是反映问题，做到“三个区分开来”，审慎处理，保护基
层干部的积极工作“源动力”。

突出扶贫审计重点, 推动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把扶
贫审计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发力推动
扶贫政策落实、规范扶贫资金管理、维护扶贫资金安全、
提高扶贫资金绩效。沿着政策和资金两条主线，从政策
要求、预算安排、资金拨付一直追踪到项目和个人，着力
跟踪检查扶贫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进展和效果；着力揭
露和查处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侵占、贪污私分、挥霍
浪费扶贫资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违纪违规问题；
着力监督检查扶贫资金绩效情况，推动扶贫资金真正用
到扶贫开发，真正用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上来。

持续开展扶贫审计，杜绝精准扶贫领域腐败。紧紧
围绕新时代脱贫攻坚新要求，聚焦促进脱贫攻坚政策措
施更加精准，推进扶贫政策措施、资金和项目审计全覆
盖，准确揭示和反映扶贫制度存在的短板，从机制体制
层面提出堵塞漏洞、规范管理、提高绩效的审计建议，助
力我市如期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任务。及时发现、
纠正和移送基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线
索，强化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打好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役，促进扶贫领域反腐败斗
争的思路更加清晰，震慑腐败的着力点更加到位，保障
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

加强扶贫领域审计监督
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全过程

宁德市审计局党组书记 曾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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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高一鹏受
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2018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的说明》，并对草案进行了审
查。会议同意市人大常委会财
政经济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审查
报告，决定批准 2018 年市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

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18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18年6月28日宁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宁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
了市财政局局长高一鹏受市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2017 年市
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和市审计
局局长黄颖倩受市人民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 2017 年度市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会议审议了这两个报
告，对 2017 年市本级决算草案进
行了审查，同意市人大常委会财
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初步审查报
告中提出的意见，决定批准 2017
年市本级决算。

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2017 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

（2018年6月28日宁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陈少辉的宁德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宁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的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18年6月28日宁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陈少辉为宁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宁 德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命 的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名 单

（2018年6月28日宁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1版）市委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工委专职副书记金斌华作市委有
关人事安排的说明，市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卢明光作关于提请监察人员免职
议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
维善作关于提请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任
命议案的说明，并对相关各项议题进
行了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 2017 年市本级决算的决
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2018 年
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以及有
关人事任免事项。会上，新任命的市
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宪
法宣誓。

柘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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