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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福建新联

众酒业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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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政 联系电话：18033989755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下宅园花园新村5号楼物业办公室。

福建新联众酒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组长：林浩政 副组长：林小平

2018年8月3日

公告
根据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2016）闽 0921

执 944 号之六《协助执行通知书》，现我局将张秀
清名下坐落于霞浦县松港街道东兴社区太康路
357号（金山花园 20号楼）的房产依法办理转移登
记至霞浦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名下。
并将张秀清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霞国用

（2007）第 1132 号】和《房屋所有权》【霞房权证松
港字第20060185号】予以注销。

霞浦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3日

石贤聪：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 民初 3388 号原告

汤晓艳与被告石贤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其
中，原告要求你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 2 万元及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日，并定于 2018年 10月 16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陈家晓（身份证号码：352224198011231013）、宁德市
华信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18）闽 0902 民初 2623 号原告叶平清
与被告福建伯特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宁德市华信担
保有限公司、马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5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3日

公

告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第十届老年
人体育健身大会将分别于 10 月、11 月在
我市举行。作为承办地，有两个任务，一
个是办好赛事，一个是参赛取得好成绩。
那么，宁德目前备战参赛情况如何？记者
采访了市筹委会副秘书长、备战参赛部部
长林江。

问：备战参赛部主要工作职责有哪
些？

答：备战参赛部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宁
德市备战及参赛第十六届省运会的各项
工作，包括积极推进青少年锦标赛的组织
管理工作，强化督导检查，提高办赛质量；
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对重点项目加快引
进教练员，配优、配齐、配全，增强夺金实
力，增加教练员力量，提升教练员队伍整
体素质；引进具有夺金实力的优秀运动
员，争取在赛会上夺得好成绩。

问：宁德备战参加第十六届省运会的
具体目标是什么？

答：由于宁德竞技体育总体水平过去
一直处第三层面。要办一届成功的省运

会，取得较好的参赛成绩是不可缺少的。
为此，市委、市政府提出“保七争六”参赛
目标。

问：宁德代表团有没有信心取得自己
想要的成绩？

答：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早
在 2015 年就以市政府名义印发了备战参
赛省运会方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
策措施，凝聚市县之力，齐抓共管，把承担
省运会项目指标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
政府，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全力保
障。同时，采用“市聘县用”方式，由市少
体校直接引进聘用高水平教练，安排至各
县（市、区）负责备战省运会重点项目运动
队日常训练和带队，并通过共建、联合培
养和引进等方式，提升重点项目备战水
平。经过四年的努力备战，我市竞技体育
进步明显，除了田径、射击、举重、摔跤、帆
船帆板、散打、拳击等传统项目具有一定
的实力外，皮划艇、激流回旋等新增项目
也具有实力。从 2016 年和 2017 年福建省
青少年体育年度锦标赛情况来看，我们许

多项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有信心
在第十六届省运会中争创新成绩，实现既
定的参赛目标任务。

问：目前宁德各个运动队是如何开展
备战工作的？

答：本届省运会，我市将组团参加青
少年组全部 28 个大项，群众组将参加全
部 10 个大项。由于青少年要兼顾学习和
训练，因此难免会遇到学训矛盾问题。
综合考虑，省运会青少年项目多数是利
用假期进行集训、外训和强化训练。目
前，各个团队及少体校尽可能克服这些
矛盾，既保证运动员有足够时间学好文
化课，又保障运动员有足够的时间参加
训练。

□ 本报记者 郑舒

出征省运会 宁德代表团目标“保七争六”
——访市筹委会副秘书长、备战参赛部部长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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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必须自身硬。“肯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能共
事、不出事”是党和人民对新时代干部的新要求，作为
一名城市执法干部，就是要看齐追随，在思想上树立
先进的理念、开创的思维，在工作中奋勇争先、勇于担
责，生活中严于律己、甘于奉献，争做新时代“肯干事、
会干事、干成事、能共事、不出事”的“五事”干部。

创新理念，争做勤奋好学的表率。学习是做好
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提高认识、增强素质的根本途
径，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提升
自身的品位。城市执法干部必须勤于学习，通过学
习，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要把学习当作一种政治
责任，增强学习的紧迫感，把学习当一种义务，增强
学习的主动性，把学习当做一种工作需要，增强学习
的自觉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执法干部需要学
习的东西很多，目前要突出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同
时，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研究新时代城市管理
工作的新情况，推动城市管理工作新发展。

锐意进取，争做开拓创新的表率。面临新时期
城管工作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城市执法干部
必须以开拓创新的精神，迎难而上，在开拓创新上做
表率。众所周知，工作的创新首先取决于思想理念
的创新。思想理念的创新关键就是要学会用世界的
眼光、时代的眼光、科学发展的眼光来思考问题，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敢于从实际出发，摒弃陈规陋习，
敢于破除不求出新只求保险，不担风险按部就班的
思维定式，在思路上开拓创新，使工作增强时代性、
体现科学性、增强创造性。

强化服务，争做乐于奉献的表率。城市执法干部
想问题、办事情必须树立服务观念，要把服务城市管理
放在首位。因此，城市执法干部必须强化服务意识，克
服“吃亏”思想，在乐于奉献上做表率。在同群众打交
道时，要以礼相待，多沟通、多协商，不能有岗位优越
感，做具有高尚品德情操和良好个人修养的服务型执
法干部。城市执法干部要立足本职，放眼全局，提高服
务本领，增强服务实效，用服务的态度来体现局党委推
动城管工作的力度，用服务的质量来衡量城管工作的
水平，用服务的实效来检验城管工作的成效。

协调配合，争做团结共事的表率。城市执法服
务的工作多，完成好工作任务，必须聚合集体力量。
因此，每位执法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团队
精神，要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纳事容人。要善于学
习他人，集思广益，扬长避短，诚以待人，对自己的本
职工作要虚心向他人请教，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好自
己的工作任务。对他人的工作也要主动配合，帮助
出主意、想办法，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对工作不拈轻
怕重、挑肥拣瘦。要具有敢挑重担的勇气，敢在困难
面前显身手，乐在奉献上面比大小，培养无名英雄的
品德，甘为同志做人梯。

严格要求，争做遵纪守法、严于律己的表率。作
为一名城市执法干部，要用好权办好事，做到遵纪守
法，严于律己，“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浮华所动”，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展现城市执法干部
的良好形象。

重整行装再出发
执法路上新征程

宁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魏鼎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霞浦县借
力“国际滩涂摄影圣地”这张金名片,
以龙头景区、乡村旅游和项目建设为
重点，以摄影、民宿等为抓手，全力打
造国家级滨海旅游度假城市。

一是抓好规划引领。该县启动
《霞浦县全域旅游建设发展规划》编制
和《霞浦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工
作，完善旅游项目招商目录和手册编
制，梳理出台招商优惠政策。推动罗
汉溪生态景区、盐田湾渔家海岸特色
小镇等项目规划设计或编制工作。二
是实施项目带动。该县不断推进龙头
景区、第一批旅游特色小镇和乡村旅
游示范点的建设，加快推进高罗八闽
海上“嘉年华”演艺中心、北兜国际摄
影基地等项目招商选资，同时不断加
强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
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优化服务考评。
实施“一把手工程”，坚持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与党的建设一把手负责制；实
行一次性告知和“最多跑一趟”，建立
上门服务、定期回访和服务承诺制度，
开展旅游系统“比学赶超”竞赛活动；
建立“一月一督查一通报”制度，并纳
入干部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霞浦县:

多举措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古田县前洋村：

保护历史文脉 留住活态古村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吕
海宾）近日，我市组织、人社部门联合
开展 2018 年度考录公务员录用考察
工作，考察工作采用实地考察和档案
审查相结合的方式。

在实地考察中，考察组将对考察
对象所在单位（学校、社区）的组织和
群众，采取个别谈话、座谈、查阅档案
等方式开展考察。档案审查方面，对
档案中出现涂改或涉嫌弄虚作假的，
暂缓办理录用，待查清事实并作出结
论后再予以相应处理。同时，注重会
审把关，不得将存在不得报考情形和
失信被执行人确定为录用人选。

根据福建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
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
意见》，限制招录（聘）失信被执行人为
公务员。考察前，各地各单位要登陆
http://www.court.gov.cn/最高人民法院，
找到“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
布与查询”窗口，输入考察对象姓名及
公民身份证号，查看考察对象是否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8月1日12时，我市单船桁杆拖网（桁杆拖虾）、刺网类、围网类及船敷箕状敷网作业休渔结束，第一批渔船解禁出海。据
了解，按照新的伏季休渔时间表，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敷）网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时。图为霞
浦吕峡渔民撒出今年开渔第一网。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五朝齐列一村寨，一眼望穿千百
年。”8 月 1 日，一批来自古田县城的游客
慕名来到卓洋乡前洋村探寻乡愁，村文化
协管员李文杰为参观者介绍起村史。在
去年被列入古田县乡村振兴战略示范点
后，前洋村加快以“五朝流韵，世外古村”
为主题的文化宜居工程建设，保护古村落

的整体性与活态性，令这个久藏深闺的
“中国传统村落”焕发生机。

前洋村的历史文脉传承有序，宋代即
有先民在此居住，明清时期发展至鼎盛。
古村落格局历经数百年，仍较好地保持了
原始风貌。目前，尚存明、清、民国时期的
传统建筑70余幢，祠堂、古街、炮楼、廊桥、

石桥、水圳等古建遍布全村，乃至宋、元两
朝遗址也依稀可见。

“前洋的古民居都是坐西北朝东南，
沿历史朝代从远到近有序排列，村子最上
方一整排是明代建筑，中间大多是清代建
筑，村子下方是民国时期建筑。”出于热枕
的乡情，李文杰收集编写了上万字的村史
介绍，对于村里的建筑布局十分熟悉。

由于前洋村古建筑群集中连片，户与
户之间明通暗连，这里曾经是闽东重要革
命根据地，村内存有较多红色遗址、遗物。

前洋先人依靠有利地形，注重建筑布
局排列以及房屋防水设计，帮助前洋村三
百年来免遭山洪侵袭，这个奇特的现象甚
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地理中
国》栏目组前来探秘。

不仅如此，前洋先辈秉持忠厚传家，
诗书继世的家风，他们将自己的审美情趣
和家风乡风，融入到歌谣、谚语、对联中，
体现在精雕细镂的门窗、屏风、梁枋、撑拱
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着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蕴，前洋的魅
力却一直未被众人所知。

变化源于美丽乡村建设。2013 年以
来，前洋村先后被列入县级、省级美丽乡
村建设试点村。

古田县委、县政府科学规划，依托前

洋村历史文化生态资源优势，制定了符合
村情的“美丽乡村”建设方案：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村内道路硬化、公厕改建、河
道清淤等民生工程，改善村居环境；该村
60多位在外乡贤积极响应，为绿化美化工
程、古民居修复、村财增收等项目建设捐
款 500 多万元；积极引导群众利用闲置荒
地发展食用菌、水产养殖以及特色农业种
植，留住村民，留住生机。

“短短几年间，前洋村的生态环境变
美，基础设施也变得更加完善。”村民余惠
娟为家乡的变化感到欣喜。

为了科学规范地保护这座世外古村，
传承绵延数百年的建筑、家族文化，卓洋
乡聘请专业团队制定了《前洋村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规划（2016 年-2030 年）》，确定
核心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

卓洋乡党委书记陈昱晨表示，接下
来将在保护前洋村的传统街巷空间与格
局的基础上，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使旅游活动与村民生活相
融合。

根据前洋村重点文化建设项目规划
方案，一期工程预计于9月开工，将通过修
缮、原址复建、新建的方式，打造古民居博
物馆、私塾馆、宋园、陶园。

□ 龚键荣 杨远帆 文/图

前洋古村落仍保持原始风貌

开 渔 啦 ！

我市开展2018年度
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

7 月 30 日，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比
赛太极拳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太极拳总决赛在市
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群
众比赛太极拳，共有143人参赛，我市选手在女
子组规定陈氏太极拳、女子组规定吴式太极拳
项目中，摘获2枚金牌。 本报记者 郑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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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

8月1日晚，福安市举办“共谱军民情，同筑中国
梦”文艺晚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展
示了福安市爱国拥军、军民同心、军民融合的双拥工
作新面貌。 见习记者 张颖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