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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市治违工作已处于巩固提升状
态，但还是存在新增违建拆除不到位无法遏
制、历史违建分类处置滞后、常态长效机制
有待落实等突出问题。各地务必按照新一
轮深化行动“严控增量、化解存量、建立机
制、确保长效”这个总体目标，认真谋划，持
续作为；对督查发现的问题更要认真抓好整
改，形成强大治违工作合力，全面提升整治
效果，持续深化“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打赢这场攻坚战。

一、日常管控要保持高压态势。各县
（市、区）要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严格实行
网格化管理和零报告制度，切实增强一线巡
查执法力量，增加日常巡查频次，综合运用卫
星遥感、无人机、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等技术
手段，提高日常管控效率；要落实好新增违建
管控责任和快速拆除机制，即查即拆，做到各
个环节有效衔接、有人负责、有迹可查，确保
新增违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拆除，把

“两违”遏制在萌芽状态，做到新增“两违”“露
头就打、出土就拆”，以“零容忍”确保“零增

长”，守住治违工作底线；要加大投诉举报办
理力度，公平公正处理群众诉求，检验各地网
格化巡查责任是否到位；对投诉举报中有关
新增违建的内容，必须认真及时核查处理，落
实到位，对拒不整改、情节恶劣的，可以列为
重点案件挂牌督办，通过媒体曝光公布、督办
落实。

二、分类处置要稳步推进。各县（市、区）
要加快推进历史遗留违建处理工作，将治违
工作重心从面上打击控制深入至长效综合治
理上，进一步修订完善历史违建分类处置办
法；要加快制定《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
相应的配套政策，发挥法规的震慑和保障作
用；要及时编制城乡规划，实现城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乡、村庄规划的全覆盖，依法审批符
合城乡规划要求的建设申请；要加强农村住
宅建设用地保障，实行村民住宅建设用地指
标单列管理、优先保障，合理疏导个人建房需
求。具体拆违行动要与“点线面”攻坚计划、

“三边三节点”改造提升、重点项目建设、美丽
乡村建设、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等宜居环境

建设相结合，加大沿线、沿路、沿江（河）治违
力度，及时消除“两违”安全隐患，逾期未完成
的整治的隐患点应逐件做情况说明、计划安
排和责任落实。

三、督查考核要高效落实。各县（市、
区）要对照《宁德市“两违”综合治理 2018年
度考核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对全年治违
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认真梳理整改；及
时跟进，对工作不力、不到位的，切实落实责
任追究机制，确保治违工作有序推进。对于
调查摸底不彻底、存在漏报、瞒报以及相关
数据弄虚作假的，要采取约谈、通报、问责等
方式督促限期整改；凡是出现新增违建查处
不到位的，都要实行倒查问责，严格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特别是落实治违任务不力，
工作搞变通、打擦边球，甚至失职渎职，出现
严重违建抢建现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要坚决予以处理，符合单列管理条件的坚决
实行单列。

宁德市治违办
2018年9月6日

宁德市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各地八月份“两违”综合治理任务完成情况的通报
按照全市“两违”综合治理推进会部署及《宁德市“两违”整治工作“一月一督查一问责”

实施办法》要求，市治违办牵头，组织市效能办、国土资源局、规划局、住建局、执法局等职能
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于 8月 27日至 29日对各地 8月份“两违”综合治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等进行检查，现将各地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县（市、区）

东侨开发区

福安市

古田县

屏南县

霞浦县

福鼎市

蕉城区

柘荣县

周宁县

寿宁县

合计

当月应完
成任务数

0.10

7.30

4.20

1.70

5.90

6.90

6.10

1.10

1.40

2.30

37.00

当月完成数
（含超额
结转数）

0.56（0.31）

26.95（22.93）

9.84（6.10）

3.47（0.93）

11.37（5.92）

12.32（5.82）

10.55（7.75）

1.89(1.26)

2.40（1.05）

3.00(1.49)

82.35（53.56）

当月核查
完成率（%）

560.00

369.18

234.29

204.12

192.71

178.55

172.95

171.82

171.43

130.43

222.57

1-8月累计
完成数

1.26

78.05

39.24

15.37

52.67

60.62

53.25

9.59

12.20

19.10

341.35

1-8月累计
完成率（%）

157.50

133.65

116.79

113.01

111.59

109.82

109.12

108.98

108.93

103.80

1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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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黑除恶宁德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茹捷 通讯员 陈英）9月 5日，在霞浦
县溪南镇青山村下山赤龙门码头，挖掘机长臂挥舞，在一
阵阵轰隆隆的声响中，码头上的两处违章搭盖建筑被拆
除。当天，该县北壁乡盘前段航道也是一片忙碌景象，只
见海监艇、打桩船、应急艇等 6艘船只汇合于此，工作人
员正有序地打桩部标……在霞浦各个海域，海上养殖综
合整治和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霞浦有着“中国最美丽的滩涂”的美誉，海岸线长
505 公里，是福建海域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海洋大
县。近年来，随着海上养殖的发展，海上养殖“无证、无
序、无偿、无度、无法”以及占岸线、海域、滩涂资源，挤占
航道甚至是军事禁区等现象日益凸显。

“海是霞浦优势所在、潜力所在和未来所在，开展海
上养殖综合整治和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工作，对霞浦来说
意义尤为重大。”霞浦县委书记王斌表示。

为了实现霞浦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今年 7月 26
日，霞浦县召开强化海上养殖环境综合整治推动海洋渔
业转型升级工作动员大会，对相关工作展开全面部署，并
在全市率先制定了《霞浦县强化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推进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通过了《霞浦县海上养殖
综合整治收海退养补偿标准》《霞浦县海洋渔业转型升级
新建养殖设施的补助标准》。在资金保障上，该县财政先
行安排 3300万元作为海上养殖综合整治的前期经费，确
保海上养殖综合整治顺利推进。该县相关职能部门、沿
海乡镇随即展开行动，全力推进海上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

在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推进过程中，该县还持续
通过多种宣传形式，组织人员进村入户上渔排向渔民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
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该县海陆并进，重拳出击抓好
整治行动，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工作。岸上，各沿海乡
镇与县环保、国土、海洋与渔业、供电等部门联合，全面开
展执法整治行动，取缔木质渔排和白色泡沫浮球加工
厂。同时同步推进交通运输执法，组织交通执法部门开
展木材和泡沫浮球的陆上运输执法，从源头遏制禁止木
质渔排和白色泡沫浮球入海。海上，全力建设开通官井
洋、东吾洋渔业专用航道，并以航道建设开通为海上养殖
整治工作突破口，对一些重点海域、难点村开展集中大整
治，形成有效震慑，以点带面推动综合整治工作，有序推
进海域养殖转型升级。

目前，全县 11处泡沫浮球加工企业（个体户）已停止
生产，该县已清理废弃渔排、渔船、毛竹等海漂垃圾约
2427吨，白色泡沫浮球 6500多个。今年，该县全年清退
任务量共计 1398公顷（其中藻类面积 1326公顷，渔排面
积 72公顷），目前有效强制清理藻类面积约 880公顷，网
箱面积 63.9公顷。为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该县在三
沙镇古镇港全面开展环保生态型渔排试点工作，将三沙
古镇航道内木质渔排、网箱升级为环保塑胶渔排、网箱，
统一使用塑胶浮球，引导渔排养殖户推行渔排塑胶浮球
养殖，紫菜养殖户推行玻璃钢撑杆养殖。目前，三沙塑胶
浮球渔排养殖户陆续投放约 800箱，溪南七星沙湾海域
近 300框渔排完成升级改造，其余沿海各乡镇（街道）正
积极申请藻类养殖升级、塑胶网箱养殖试验点。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陈
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市工
商局建立了线索排查、线索移送移交、
线索收集整理保密、督导检查通报工
作机制，全力推进我市工商（市场监
管）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

该局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抽调干部充实局扫黑办，制定方
案，定期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
会以及线索排查分析会，组织班子成
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对九个县（市、
区）工商（市场监管）局进行督导检查，
坚决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四督导组等
上级各项工作要求。同时，还组织机
关及东侨开发区工商局全体干部职工

集中学习《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
签订《专项斗争承诺书》，做到专项斗
争工作人人知晓、人人有责。

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市场
监管执法，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截至 8
月底，该局共立案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
章案件 365件，罚没款 277.83万元，向
市公安局移送3条涉嫌犯罪案件线索。

同时，我市工商（市场监管）系统
迅速展开涉黑涉恶线索摸排，以商贸
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
等为重点区域，以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传销欺诈等为重点内容，深入排查
涉黑涉恶线索。截至目前，我市工商

（市场监管）系统共摸排 2014年以来各
类行政执法案件 4469件、消费投诉信
访举报 2378件。同时，该局继续保持
对传销活动的高压态势,多次与市公安
局联动办案，对群众举报的位于福安
辖区的“乡村有约”涉嫌传销行为进行
深入调查取证，由于该案涉嫌构成犯
罪，已将线索移交市公安局立案处理。

截至目前，我市工商（市场监管）
系统已移送涉黑涉恶线索 15条，取得
了初步成效。

9月15日，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蕉城区体育馆开赛。据了解，柔道项目比赛为期两天，来自福
州、宁德、厦门、泉州、平潭等5市（区）的柔道健儿们在此展开了激烈的金牌争夺赛。本次比赛，我市代表队派出8名队
员分别参加甲组男子55公斤、60公斤、66公斤、73公斤、81公斤与甲组女
子57公斤等6个级别的比赛。图为我市选手柳诗洁（着蓝色赛服）在赛场
上与对手激烈对抗。 郑凯 郑力炜 摄 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聚焦省运会

霞 浦

海陆并进加快海洋渔业转型升级

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海上养殖综合整治

深入排查线索 推进专项斗争市工商局：

动真碰硬 不折不扣落实巡视整改任务
于伟国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

本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14
日，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召开省委常委
会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
六次会议，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相关
整改问题，研究支持平潭新一轮开放开
发的具体措施和我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培育千亿产业集群计划，进一步研究
上一轮巡视整改工作情况。会议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强化政治担当，攻坚克难、强化责
任，从严从实、动真碰硬，持续推动整改
再深入、落实再到位，坚决不折不扣完成
巡视整改任务。

会议指出，推进平潭新一轮开放开
发，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的要求，也是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的具
体措施。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快平潭开放开发的重要指示
精神，站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勇于担当、敢于先行先试，以更坚决的
态度、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措施，着力
加快总体规划编制、加强产业和项目支
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做大做强旅游产
业、深化对台交流合作、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创新管理体制机
制，进一步增强对平潭开放开发的支持力
度，激发内在发展动力。要选优配强干部
队伍，大力激发干部新担当新作为，推动
平潭开放开发取得更多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加快培育壮大我省一批超

千亿重点产业集群，是推进高质量赶超的
重大抓手，也是落实巡视整改意见的具体
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着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龙
头带集聚、以协同促集群，加快培育形成
一批体量大、产业链完整、带动力强的重
点产业集群，为建设新福建和高质量赶超
提供有力支撑。要抓龙头带动，下大力气
培育龙头企业,着力形成集群效应。要抓
创新驱动，建立健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以创新加快推动产业集群的
培育形成，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要抓布
局优化，结合闽东北和闽西南两大经济协
作区发展布局，统筹规划全省重点产业集
群培育发展。要抓服务保障，针对不同产
业集群、不同龙头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

扶持支持政策，打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一
流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对上一轮巡视整改不到位
问题进行再整改、再落实，是做好巡视工
作“后半篇文章”的重要内容。省委将上
一轮整改不到位的问题一并纳入本轮巡
视整改，逐一细化为具体措施，坚决彻底
整改落实。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全力以赴做好上一轮和本轮巡视反馈问
题的一体整改，持续深入改，切实改到位，
不断把巡视整改引向深入、落到实处。要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到措施细化可操
作、政策管用可落实、责任明晰可倒查、效
果显著可评价。要把阶段整改与长效推
进相结合，推动整改成果长效化，以扎扎
实实的整改成效交出合格答卷。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
15日发布的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一二
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有涨。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涨幅比去年同月回落 4.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
上涨 0.2%转为持平；同比上涨 1.2%，涨幅
比去年同月回落6.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扩
大 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8.6%，涨幅比去
年同月扩大 0.6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1.3%，同比上涨6.5%。

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 2%，涨幅比上月扩大 0.5个百
分点；同比上涨 8.3%，涨幅比去年同月回
落1个百分点。

此外，8 月份，15 个热点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1
个，持平的 2 个，上涨的 12 个，最高涨
幅为 3.4%。

国家统计局：

8 月份一二三线城市
商品住宅价格稳中有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