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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建明）9月7日，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
现场会，到三都澳海域实地检查工作进
展，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书记郭锡文
强调，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一抓到底，
坚决打赢海上养殖综合整治这场攻坚
战。市长梁伟新主持会议。

郭锡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
识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是顺应老百姓
期待、保护三都澳的迫切需要，是严肃的
政治任务，要统一思想认识，认真抓好落

实。要根据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的时限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安排，
依据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工作方案，严格
属地责任，动真碰硬、持续发力，统筹推
进岸上海上、湾内湾外综合整治，保持压
倒性态势，做到时限从严、要求从严、查
验从严，确保到 2020 年 6 月底实现全市
禁养区内海上养殖全部清退，养殖区和
限养区养殖设施全面改造升级。要加大
力度做好宣传引导、源头治理、疏堵结合
和风险防控，严厉惩处破坏海洋生态违

法犯罪。要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突出网
格管理和自治自律、巡查和监督、即知即
治和检查验收、分析研判和持续推动，保
持整治常态化、长效化，坚决防止反弹。
市县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挂帅，加强组织
领导，做好资金保障，严格兑现奖惩，确
保工作顺利推进。

梁伟新强调，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强
化责任、措施和时限，把落实综合整治部
署要求与维护群众利益、落实综合整治规
划布局与推动转型升级、落实综合整治目

标任务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以更加
扎实的作风，深入推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
工作，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碧海银滩，以优
美的海洋生态环境助推我市高质量发展
和赶超任务落实。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世雄对前
期工作进行点评并作工作部署，市领导
谢再春、郑雷声和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
领导等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
蕉城、福安、霞浦部分海域综合整治工作
情况。

下定决心 一鼓作气 从严管控 一抓到底
坚决打赢海上养殖综合整治硬仗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现场会

于伟国会见巴尔芬奇科夫行政长官

（详见第2版）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根本 奋力推进新福建建设

“我们要为企业在闽发展创造更优条件”
唐登杰与参加投洽会的跨国公司高管和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代表座谈

本报讯（记者 郑舒 陈
小妹）9月5日，受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托，省人大常委会
组织部分在闽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以“高质量发展实现
赶超”为主题，莅宁开展专题
调研。

代表们深入中铝宁德
铜冶炼基地项目、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宁德基地项目等地开
展实地调研并召开汇报座
谈会。代表们对我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落实“两个维
护”，加快高质量发展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代表们
认为宁德作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萌发地，能够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德“多
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
娃娃’”的殷切期望，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
展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产
业，集群集聚效应更加凸显，
打造了经济发展新引擎，彰
显了宁德“后发优势”。

调研中，代表们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人才政策、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提出了富有针对性
的意见建议。他们纷纷表示，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
作用，深入总结宁德的好经验、好做法，把调研中了
解到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国家有关部委，争取对宁德
发展给予更多支持，助推宁德高质量赶超发展。

叶双瑜、李钺锋、刘献祥、陈家东、张荣等全国人
大代表参加调研，市领导郭锡文、梁伟新、金敏、曾智
勇、雷维善出席汇报会或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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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舒）9月6日至7日，市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金
敏主持会议，副主任许青云、杨培钦、雷维善、刘信华、
冯桂华、陈梅，秘书长章允斌及委员出席会议。市政
府副市长曾智勇、黄国璋，市监察委负责人，市法院院
长董明亮和市检察院检察长施忠华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副市长曾智勇作关于《宁德
市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研究处
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学前教育工作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
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免职议案的说
明，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王友盛作关于

《宁德市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
告，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阮炜炜作关于《宁德市
霍童溪流域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发
改委主任张雄作关于 2018年 1-6月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缪星）9月7日，四届市政协常委
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围绕“建立县乡村卫生服务一体
化管理体系，夯实健康事业基础”开展专题协商。市
政协主席兰斯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林鸿，副市长缪绍炜，市政协副主席林寿、王代
忠、章瑞进、黄家盛、刘水金、程树平、刘国平、陈美
莺，市政协秘书长陈鸿飞参加会议。

会前，调研组深入调查研究、座谈交流，并到兄
弟市考察学习，掌握了大量详实的数据和材料，并形
成了很有见地和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会上，市政
府副市长缪绍炜通报了我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情况；副主席刘水金作“关于加快建立县乡村卫生服
务一体化管理体系”的调研报告；市政协委员们和基
层医务工作者代表分别从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乡镇卫生院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引进、药品
改革中“药占比”问题、提高乡医待遇等不同角度做
了发言，积极建言献策， （下转第2版）

宁德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 开 第 十 五 次 会 议

市 政 协 召 开
四届八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志凌 文/图）经中
铁十二局集团 600 多名建设者，1000
余个日夜的奋勇掘进，9月 7日，衢宁
铁路全线最长隧道——鹫峰山二号隧
道胜利贯通，比原定施工计划提前了
20天，挥就又一“衢宁速度”。

衢宁铁路鹫峰山二号隧道位于屏
南境内，全长17596.5米，最大埋深597
米，为Ⅰ级高风险隧道，是衢宁铁路全
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于 2015年 10
月动工建设。

据了解，这条“万米级”隧道是典
型的山区铁路隧道，隧道所在区域山
高水险，地势绵延起伏，地层岩性复

杂，有高地温、高地应力、突泥涌水等
不良地质。全隧共穿越12条富水断层
带、17条节理密集带。这些地质条件
及狭小的洞内作业环境，都给隧道施
工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同时，隧
道途经地区不仅交通不便，人员、机
械、物料运输极为困难，还途经四座水
库，其中总库容 9450万立方米的金造
桥水库距离隧道正线仅约1公里，丰富
的地下水让隧道涌水成为建设者面临
的又一大难题。

迎难而上，建设者们挥洒智慧与
激情，攻克不良地质、涌水、通风排烟
等一系列施工难题：对断层破碎带、节

理密集带等地段，现场作业人员综合
利用地质雷达、TGP、超前地质钻探、孔
内摄像、加深炮孔和地质素描等手段
对地质状况进行预测；对富水断层破
碎带段，采用超前预注浆或开挖后采
用径向注浆、补注浆、局部注浆等措
施，对地下水进行封堵；通风排烟，则
采用电磁蝶阀式三通双向供风、射流
风机与雾炮防尘装置协同配合方式，
设置通风管道近30000米，有效提升了
隧道通风排烟能力。

为确保工程施工进度，隧道设3条
斜井，分 5个工区、8个工作面组织施
工。 （下转第2版）

衢宁铁路鹫峰山二号隧道提前贯通
全长17596.5米，为全线最长铁路隧道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 郑舒）受冷暖
气流交汇影响，9月7日下午，我市蕉城、
福鼎、柘荣、寿宁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
雨，其中蕉城区金涵乡一个小时雨量达
110毫米。市防指于 7日 18时启动防暴
雨Ⅳ应急响应，19时30分启动防暴雨Ⅲ
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也于 7日 18时
16分变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
3小时，我市蕉城的部分乡镇降雨量达
100毫米以上。

据市气象台统计7日8时至18时，我
市126个乡镇的自动站资料显示，累计雨
量超过25毫米的有64个，其中超过50毫
米的有23个，超过100毫米的有2个，最
大为福鼎叠石112.8毫米，其次为蕉城蕉
北106.1毫米。其中，统计7日16时至18
时，我市126个乡镇的自动站资料显示，
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的有37个，其中超
过50毫米的有8个，超过100毫米的有1
个，最大为蕉城蕉北 106.1毫米，其次为

东侨91.5毫米。
据市气象台预测，7日夜里至8日全

市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主要
降水集中在 7日夜里，落区位于我市南
部县市，过程雨量可达 10毫米至 30毫
米，局部超过 40毫米。市防指要求，各
县（市、区）和相关成员单位要密切监视
雨情动态，适时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强化
组织指挥，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扎实
做好防范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陈晖）
9月7日傍晚，市区暴雨倾盆，许多路段

严重积水，恰逢下班高峰期，中心城区
200多名交警冒雨坚守岗位指挥交通。

当晚8时4分左右，记者来到体育中
心门口，多名交警在引导车辆通过积水
区，遇到涉水的电动车，交警们总是第一
时间上去帮扶。在高级中学门口，交警

直属二大队五里亭中队夜勤警车巡逻员
王飞蹚水指挥交通。记者见到他时，他
已在水里站了 3个多小时，汗水雨水混
在一起往下淌。环城路被淹严重，交警
直属一大队协警孙兆强担心水流湍急危
及过往行人，卷起裤脚在水中浸了几个
小时，忙着疏导交通。在闽东大广场，协
警郑健看到被水冲走的垃圾桶，第一时

间冲入积水道路捡回垃圾桶，排除安全
隐患。

在市区所有积水重要路段都能见到
交警的身影。记者见到二大队大队长林
颜斌已是晚上 9时，他还没吃晚饭：“所
有警力都上路面执勤了，很多公交车都
是电动的，对积水路段情况不明了，不敢
涉水前进，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引导确保
安全。只要积水没退，我们会一直在
岗。”截至当晚 9时记者发稿时，交警部
门还在全力清理路障，疏导交通。

两百多名交警冒雨坚守岗位

本报讯（记者 茹捷）昨日，记者从市纪
委了解到，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市
在各设区市率先出台了《宁德市纪检监察
机关与政法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
协作配合机制》。

该机制明确了协商会商、信息共享、
同步调查等机制，努力实现工作协同高
效推进。截止 8 月底，纪检监察机关与
政法机关双向移送问题线索共 97 条。
纪检监察机关根据政法机关移送的问题
线索，深挖彻查背后“保护伞”问题，取得
初步成效。

中央扫黑除恶第 4督导组 8月 28
日进驻我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工作。督导进驻期间（2018年 8
月 28 日—9 月 23 日）设立举报电话
（0591—86213170）和专门邮政信箱
（福建省福州市邮政信箱A3021）。督
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
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
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第 4督导组主
要受理福建省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扫黑除恶
第4督导组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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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日，蕉城区海洋与渔
业局执法人员在进行日常海
面巡查时发现，城澳作业区 14
号泊位前沿海域上，有人私自
新建了大面积的传统泡沫网
箱渔排。经审查，执法人员得
知，此批新建渔排是在罗源县
建造，经由东冲口，拉至三都
澳内海域。

为做好清退工作，6 日上
午，蕉城区海洋与渔业局随即
联合三都镇、边防、公安等，出
动 5 艘作业船只、3 艘执法船
只，共计 60 余人，对现场 1300
多筐泡沫网箱进行依法拆除，
并对周边阻塞航道的龙须菜
进行了依法清除。

据蕉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连日来，蕉城区
积极开展岸上管控、海漂垃圾
及烂排清理，以及海上养殖摸
底登记工作。目前，岸上各个
传统泡沫网箱加工点已完成全
面管控，从源头上遏制了传统
泡沫网箱渔排的加工与生产。
下一阶段，蕉城区将持续开展
岸上常态化巡查，杜绝渔排加
工点复工现象发生。同时，严
格执法，对海上顶风抢建的泡
沫网箱渔排，依法进行拆除工
作，做到露头就打、见违就拆。

海上综合整治工作能否顺
利开展，思想宣传是关键。

（下转第2版）

昨日我市部分县（市、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市防指启动防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我市建立问题线索双向快速
移送反馈机制推进扫黑除恶

蕉
城
：
严
格
整
治
行
动

维
护
海
洋
秩
序

扫黑除恶宁德在行动

““万米级万米级””隧道提前贯通隧道提前贯通，，建设者会师相庆建设者会师相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