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安松罗

22版版 本市· 编辑：邱建平 电话：2805132 邮箱：ndmdrb@163.com
美编：舒 义 校对：叶丽文综合 2018年

7月13日

近年来，市人社局坚持人才优先战
略，从人才政策、人才服务、人才招聘等方
面多举措加大紧缺急需人才引进力度。

健全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制定《宁德
市“天湖人才”认定操作细则》《宁德市引
才荐才奖励操作细则》等人才新政配套操
作细则和办法，率先在全省牵头制定《宁
德市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八
条措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市人才政策。
通过政策的实施，引进的人才可享受资
金、住房等多方面的优惠待遇，保障了我
市招才引才工作的顺利开展。

推进紧缺急需人才引进工作。加快
引进紧缺急需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和带动作用。今年
以来，核准全市教育、卫生等部门招聘全
日制普通高校紧缺急需本科以上学历毕
业生计划490名。组织全市有关中学和医
疗机构赴东北、福建师大等高校开展专项
招聘，目前共招聘紧缺急需人才 255人。
为企业搭建多种引进载体，拓宽引进渠
道，截至目前，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等企业招聘本科以上毕业生4000多人，其
中硕士以上学位1000多人。

提升人才认定服务水平。完善规上

企业人才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服务关口前
移。推行线上和线下结合方式，开展“信
息系统+服务窗口”一站式人才服务，人才
认定等各项审批业务通过宁德市规上企
业人才信息管理系统申报和窗口受理。
今年以来，全市申报福建省引进高层次人
才（ABC类）30人，确认 2017年宁德市引
进高层次人才50人；确认省工科类青年专
业人才 1037人，其中拟确认 453人；拟确
认宁德市“天湖人才”545人。

加强人才招聘工作。强化就业对

接，组织基层就业平台工作人员通过上
门调研、问卷调查、企业自主申报等方式
多渠道、多途径收集人才需求信息，在企
业和求职者之间搭建供需平台。每月常
态化举办人力资源招聘会，通过市人力
资源网、电子显示屏、微信公众号、APP
客户端、自助求职机等多种形式发布招
聘信息，提升招聘成效。今年以来，全市
举办各类招聘会 37 场，参会用人单位
1775 家，提供各类岗位 9.5 万个，达成就
业意向1万余人。 □ 汤彤彤

市人社局：多举措加强人才引进工作

台风“玛莉亚”过境，霞浦县受灾严重。面对天灾，霞浦全县上下不等不靠，奋起抗灾，全面展开灾后自救。图为7月12
日，该县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在葡萄主产区的柏洋、崇儒等山区乡镇了解灾情，指导种植户加强葡萄园的灾后管理。夏斌 摄

本报讯（杨远帆 彭素清 陈瑞宇 文/图）7月
12日，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在古田县
翠屏湖水上运动中心正式开赛。12日至14日，来
自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三明、南平、
宁德 9个代表队的 123名赛艇健儿将在此展开激
烈角逐。

本次大赛共设有男、女少年甲、乙组公开级
单人双桨 2000 米、双人双桨 2000 米、双人单桨
2000 米；男、女少年甲、乙组轻量级单人双桨
2000米、双人双桨 2000米；男子少年甲、乙组双
人单桨 2000 米、双人单桨 2000 米等比赛项目。
赛事首日，进行的是各单项预赛。根据赛程安
排，各单项预赛结束后，将依次进行复赛、决赛。
各单项比赛艇数 11 条以上（含 11 条）录取前八
名；10至 7条录取前六名；6条以下（含 6条）按减
一办法录取。

本报讯（林鑫）7月 3日至 9日，四川省雅安
市乡（镇）长培训班到宁德市委党校开展为期七
天的异地教学活动。本次培训是宁德市委组织
部与雅安市委组织部共建合作的第一个培训班。

培训班围绕扶贫攻坚主题，采取“专题讲座、
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经验分享”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闽东特色发展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与精准扶贫“宁德模式”的实践》等专题讲座，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重要思想与探索
实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联系与渊源；通过参观考察寿宁下党乡、福鼎赤溪
村和柏洋村、福安廉村和溪邳村、霞浦东山村、蕉
城三都澳等现场教学点，深刻感受精准扶贫的生
动实践，受到了启发和鼓舞。学员一致认为此次
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安排合理、受益匪浅。

四川省雅安市乡（镇）长培训班
到宁德市委党校开展异地教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7月 11日，
台风“玛莉亚”登陆以后，福安松罗乡党
委、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农业专家评估受
灾情况，科学指导农民开展灾后自救，最
大程度减小损失。

果树专家尤长铃等组成的专家组先
后前往松罗乡古厝村、王隶村、尤沃村查

看百香果、桃子、芙蓉李以及葡萄的受灾
情况，现场教授自救措施。在扶正被吹
倒的果树后，专家现场教授果农要及时
修剪已经折断的树枝，发现伤口要及时
清理，避免果树感染。

松罗乡是传统农业大镇，除了近万
亩葡萄园外，今年还试种推广黄金百香

果 100多亩，目前受损的情况主要是葡
萄架倒塌、葡萄农膜吹毁、百香果园被淹
等。“我们已经完成相关受灾统计工作，
在积极引导群众自救的同时，也在争取
社会各界力量对群众损失进行帮扶，确
保减少损失，尽力让农民减产不减收。”
缪建辉说。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郑祖辉 何小丽）7月 12日下午，在福安
市湾坞镇浮溪村的塘堤上，因台风“玛莉
亚”过境而塌陷的180米塘堤外坡已经修
补完毕，正在进行加固加宽，村民们望着
塘堤大大松了一口气，想起溃堤时的场
景仍心有余悸。

7月 11日上午 9时许，浮溪村党支
部书记陈祚明巡查时发现村塘堤出现
塌陷。随着潮水冲击，塌陷范围越来
越大，塘堤外坡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倒了下去，陈祚明赶忙和驻村干部阮
建忠一起，将情况向湾坞镇党委、政
府汇报。

“我们村的塘堤是1973年围的，全长

740米，一边是海，另一边是村民的虾、蛏
养殖池塘和青拓镍业公司所在地。”一旦
晚间潮水上涨，极可能引发海水倒灌，将
严重危及塘堤内 300多亩养殖池塘和临
近企业的财产安全。

接到险情反映后，湾坞镇党委、政
府第一时间上报福安市防汛指挥部。
该镇党政主要领导带队，组织抢险应急

分队、青拓镍业员工及浮溪村群众近
200人赶赴现场抢险救灾。福安市防汛
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调集 170多名
武警官兵和 40多名城监大队人员赶赴
现场，并派出一台挖掘机、4台铲车和 3
台拖拉机支援。

到场的水利局专家预计当天有“大
潮”，要赶在当晚9点涨潮前，把塘堤修补

好，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工作。
抢险队伍采取堤上人工堆砌沙袋、

堤下勾机推土加固的办法，对塌陷部位
进行抛沙填实。经过 400多人的不懈努
力，6个小时后，7000多只装满沙子的编
织袋修补好了这个长 180多米，高 10米
的大缺口，铸起了浮溪村 2700多村民及
青拓镍业员工的生命保障线。

本报讯（记者 郑雨桐）近日，记者从福建省
第四地质大队获悉，由该队承担的霞浦县地下水
功能区划报告顺利通过评审。该项目为宁德市行
政区域内首个依据地下水资源调查成果进行地下
水功能区划的项目。

据悉，该项目完成了霞浦县水文地质调查面积
1477.24km2，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现状、水量及已开
采资源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划分了霞浦县地下水开
发区、保护区、保留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下水
功能区水质、水量，水位保护标准、管理措施与建
议，为霞浦县地下水资源合理利用及保护和管理提
供了科学依据，对保护霞浦县供水安全、生态环境
安全和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我 市 首 个 地 下 水
功能区划项目通过评审

本报新（记者 茹捷）日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林鸿到东侨开发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与东侨开
发区党员干部共同重温入党誓词。

在详细了解华侨农场、华侨新村、归侨个人生活
的变化后，林鸿表示，在党的领导下，归侨逐步实现
了“居者有其屋、子女有教育、就业有着落、弱者有保
障、文化有传承、发展有空间”的“六有”目标，充分证
明了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可靠的。他要求，东侨开发
区党员干部要坚定“四个意识”，永葆党员忠诚本色，
继续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坚持群众路线，永葆
党员为民本色，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坚定
履责意识，永葆党员担当本色，在其位、谋其政、履其
职、尽其责；要坚守纪律底线，永葆党员干净的本色，
做到思想上设防线，心中有底线，行为不碰线，做一
名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党员。

会前，林鸿还走访慰问了华侨新村困难党员，并
为新成立的华侨新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游艳 游玲）受台风“玛莉
亚”影响，霞浦县和福鼎市遭遇狂风暴雨，
电力设备严重损毁。7月12日上午7时30
分，国网柘荣供电有限公司集结95名技术
人员、16辆大型电力故障抢修车，组成两
支梯队，兵分两路赶赴受台风“玛莉亚”影
响的重灾区霞浦县和福鼎市，火速支援兄
弟县市开展灾后电力设施抢修工作。

当日上午 9时许，第一梯队到达霞
浦后，立即与兄弟单位开展对接工作，并
赶赴抢修现场。第一梯队分成巡线、勘

查、清障、弧垂调整、斜杆调整、物资供
应、后勤保障7个小组，分别对霞浦县松
钢街道马洋线、葫芦门线、七宝洋线等3
条损毁线路进行抢修。在电网故障现
场，抢修人员勘察受损线路，发现霞浦
10千伏葫芦门线一贝分线02－1号杆被
折断，便立即紧急调运抢修物资及材料，
对损毁的断杆、横杆进行清理，开挖土方
准备立杆，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每一
项操作都井然有序、环环相扣，争取用最
短的时间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居民供电。

第二梯队也相继赶到福鼎。电网损
毁路段，满地狼藉、泥泞不堪，给抢修工
作带来很大难度，柘荣供电有限公司抢
修人员深入抢修区域，面对杆折线断、地
基松软等困难，现场拟定抢修方案，整合
资源，调配人手，充分发挥敢于吃苦、攻
坚克难的精神，有条不紊地展开作业。

受台风“玛莉亚”严重影响，这场抢
修战斗仍在紧张进行中。接下来，柘荣
供电有限公司支援梯队将继续全力以
赴，力争尽快恢复受影响用户的供电。

灯不亮，人不撤。7
月 12日凌晨1时30分，蕉
城区城南镇金蛇头村 100
多户村民恢复供电，星星
点点的灯光亮起，国网宁
德供电公司抢修人员已在
此连续奋战了15个小时。

金 蛇 头 村 ，临 近 海
边。11日上午，裹挟狂风
暴雨而来的“玛莉亚”，瞬
间掀飞一户村民家 200多
平方米的钢架雨棚，砸在
了附近 10 千伏金蛇头分
支线上，造成该段线路断
杆、断线，村里100多户居
民断电。

风雨一减弱，国网宁
德供电公司抢修人员立
即对现场受损情况进行
勘查，并做好故障点隔
离，备齐电杆、导线、照明
设备等抢修物资。当天
上午 10 时许，15 名抢修
队员进驻现场，开始争分
夺秒的抢修。

村里村道曲折且狭窄。折断的 3
根电杆恰好就在村道深处，抢修车辆
无法驶入。机械不行，人力上！抢修
人员拉起小板车，连推带扛将粗重的
水泥电杆从村口运进施工点。18时
许，随着钢架雨棚的顺利移除，立杆抢
修正式启动。

逼仄的村道，杂乱的各种网线，缺
阵的机械设备，都给立杆带来巨大难
度。没有吊车，抢修队员只能用最原
始的人字立杆法，通过人工叉杆、顶杆
来组立电杆。

夜幕降临，大雨阵阵，衣服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但都丝毫没有影响抢修
进度。“一、二、三，稳住、稳住，好，起，
正……”声声口令，在巷中响起。众人
合力，22 时许，3 根新电杆立起。随
后，抢修人员扎紧安全带，穿着刀状的

“铁鞋”，一步一步登向电杆顶端，熟练
地安装横担、紧固导线。时间一分一
秒过去，新导线慢慢上升、架好，立杆
架线工作完成。紧接着，抢修人员又
马不停蹄对分支线和用户的接户线进
行重新接火。

12日凌晨 1时 30分，抢修工作大
功告成，金蛇头村的 100多户村民恢
复供电，灯光在村民家中亮起，一直驻
足陪伴在抢修现场的村民连连点赞。

“走，回家！”拖着疲惫的脚步，队
员们安静地收拾装备返程。远处，经
历了一天风雨的城市，睡梦正香……
□ 本报记者 王志凌 通讯员 雷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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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湾坞：

与时间赛跑，抢修塌陷塘堤

抢险队伍赴兄弟县市支援电网抢修

组织农业专家指导农民灾后自救

市领导到东侨开展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省运会赛艇比赛正式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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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 荣

（上接第1版）帮助他们重拾生产信心，确保早日恢
复生产。”三沙镇镇长刘建松说。

据统计，受“玛莉亚”影响，三沙镇 26 个村受
灾，此外，紫菜养殖、工业企业等也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台风一过，三沙镇全体干群迅速行动，
全面开展灾后自救，帮助受灾群众降低损失、度过
难关，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刘建松介绍，该镇共组
织 210名武警官兵、300多名镇村干部及 40多名志
愿者参与灾后环境整治，对毛竹泡沫等海漂垃圾、
生活垃圾、道路淤泥砂石等进行清理。截至 12日
18时，已清理垃圾 400多吨、淤泥砂石 700多立方、
废旧毛竹 5000 多根、清理断裂树木 2000 多株，居
民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下一步，该镇计划投入 300
万元重建五澳公共休闲广场，并集中精力对公共
基础设施进行修复。
□ 本报记者 赵巧红 叶陈芬 郑雨桐 通讯员 陈清

霞浦三沙：灾后重建有序展开

（上接第1版）
抢险救灾，时不我待。众人同心，其利断金。我

市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全面防范，在科学研判台风
形势的基层上，早于省里启动Ⅰ级响应机制，各级各
部门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为防御台风来袭争取
了宝贵时间，赢得了工作主动——

乡村两级干部深入一线排除险情，千方百计动
员群众远离风口浪尖，转移到安全地带；

我市认真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主的各项工
作责任制，各级防汛指挥长坐镇指挥，加强组织领
导，有效协调调度。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防洪防汛的整体合力；

全市各级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工
作，备有帐篷 1500顶、毛巾被 17000条、棉被 17000
床、棉衣10000件、毛毯1600条，以及应急照明设备、
发电机、草席、雨衣、雨靴等物资；

全市住建系统组织了约 700人的应急抢险队
伍，配备了 93辆应急抢险车辆，73台抢险机械等应
急抢险物资。市园林局组织对中心城区绿化养护范
围内树木进行加固，检查公园电路线路；

交警部门针对沿海或山区道路不同特点，调整
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人员、车辆、设备等
保障力量和物资，细化主要道路、重要节点、易堵路
段的交通管理工作措施；

……
众志成城，守护家园。在此次防抗台风中，全市

共紧急转移安置90599人，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广大干部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形成了防洪防汛的整
体合力，防台抗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不死
人、少损失的目标。

台风已过，我市上下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积极组
织受灾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工农
业生产，以夺取防台斗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