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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屏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寿山信用社
机构编码：E0118U33509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43056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
设立日期：2006年12月13日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5日
住 所：屏南县寿山乡寿山村13号
换证原因：更址 邮政编码：352300
电话号码：甘润怀 0593-33099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德监管分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德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公告号：200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德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8年 12月 28日 16时在福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二层）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1.坐落于福鼎市桐山街道中山
中路 458号公房壹幢的三年租赁使用权（建筑面积约 1562㎡）；2.坐落于福鼎市点头
镇海墘路 196-1号第九中学所属的 1间店面三年租赁使用权（该间店面靠校门口右
侧，面积约 17㎡）；3.坐落于福鼎市点头镇海墘路 196号第九中学所属的 7间大小店
面三年租赁使用权（分为 7个标的拍租，具体详见标的清单）。4.坐落于福鼎市桐城
太姥大道 314号、316号、318号、320号第一层沿街共 4间扇形店面的三年租赁使用
权（面积约 80㎡）；5.坐落于福鼎市古城南路 127-131号市农机公司办公楼第一层靠
大门右侧沿街共3间大小店面的三年租赁使用权（面积约105㎡）。有意竞买者请与
我司联系，标的展示、报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截至2018年12月27日17时止。

每个标的房屋或店面原承租户如有意继续承租，应在拍卖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报
名参拍，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否则，即视为放弃优先权。

联系地址：福鼎市海口路 21号三层，联系电话：0593-7962210、13950508222、
18959338868，联系人：陈女士。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申请
人可于 2018年 12月 7日至 2018年 12月 27日到柘荣县国土资源局用

地股或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 4号楼 4B201-1
号）获取拍卖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27日到柘荣县国
土资源局用地股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 2018年 12月 27日 17时 00分（以款到指定银行账户时间为准）。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年12月2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
00分在柘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柘荣县行政服务中心3楼）举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数达到 2人以上（含 2人），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不足

2人，则拍卖会终止。
（二）其他未尽事项详见拍卖文件。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柘荣县国土资源局（柳城西路79号）

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4号楼4B201-1号
联系电话：0593-8353409、0593-6508588
联 系 人：赵延锋、陈群、林珺、张先生
开户单位：柘荣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柘荣县支行
账 号：35001687707050000098
开户银行：柘荣县信用联社坪山信用社
账 号：9061010060010000005551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柘荣县支行
账 号：1407001229022046856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柘荣县支行
账 号：13290101040003464

柘荣县国土资源局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柘荣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柘国土资告字[2018]20号

经柘荣县人民政府批准，柘荣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
让1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出让
年限：

绿化率
（%）：
投资
强度：

现状土地条件：净地

起始
价：

备注:该地块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零售商业为
主，兼营其他类商服）、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其他普通商品住
房），土地使用年限为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其他条件详见
柘建规条书[2018]6号。该地块出让起叫价为人民币7000万元，不设
底价（保留价），竞买保证金7000万元（其中：定金1400万元）；加价幅
度第一次为10万元，其后根据拍卖现场情况由拍卖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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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王慧
娟）12月 6日，记者从青拓集团获悉，今
年 1至 9月份集团工业产值 754.8亿元，
上缴税费 21.5亿元，预计今年可实现千
亿产值，届时我市将实现千亿产业集群

“零突破”。
青拓集团是国内外最具规模、最具

影响力的不锈钢生产企业青山实业系统
四大集团之一，主要从事镍铁与不锈钢
冶炼、不锈钢加工及经营销售。自 2008
年入驻宁德以来，在福安市湾坞半岛冶
金新材料产业园建设的青拓系列项目，
目前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单体最大的不
锈钢生产及深加工基地。

在青拓集团龙头的带动下，2017年
全市不锈钢新材料产业实现工业产值
871.48 亿元，其中不锈钢粗钢产量占全
国的 15%、全球的 10%。目前已初步形
成以青拓集团为龙头，涵盖“原料-冶

炼-热轧-冷轧深加工-不锈钢制品”的
完整链条，实现 200系、300系、400系产
品全覆盖。

优越市场竞争力和跨越式发展动
力，核心来自于世界先进的不锈钢冶炼
工艺技术。据了解，该集团引进国际先
进、国内领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
RKEF 工艺，高效利用红土镍矿冶炼精
制镍铁的回转窑-矿热炉（RKEF）工艺
技术，属于国内首创。更有世界首创的
RKEF 与 AOD 炉双联法冶炼不锈钢工
艺的全新技术，从红土镍矿-冶炼-连
铸-热轧，实现了两次热装热送，与传
统的不锈钢冶炼工艺相比，吨镍铁水能
耗约减少了 30%，吨钢能耗约减少了
50%。

青拓集团相关负责人说：“两个项
目不锈钢冶炼工艺技术在国内率先研
制成功，改变了不锈钢生产的传统模

式，实现了不锈钢连续化一体化生产的
历史性突破，打破了全球不锈钢行业的
竞争格局，为世界不锈钢价格设定了新
的标杆。”

创新研发能力需要优秀人才支撑。
在集团投资7000多万元建立了青拓冶金
新材料研究院里，电子探针分析室、盐雾
实验室、气体分析室、原子吸收光谱仪等
科室一应俱全，并配套专业可研设备，拥
有集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制造管理为一
体的技术创新团队，专业从事不锈钢工
艺改进、新产品开发及应用，目前已拥有
核心专利 203 项，2016 年晋升为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这为青拓集团
的做大做强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
青拓集团专注于不锈钢生产，不断加大
投资力度，以鼎信实业、青拓镍业、青拓
实业股份为龙头，鼎信科技热轧和甬

金、宏旺、上克不锈钢冷轧、海利不锈钢
制品以及奥展不锈钢紧固件为下游产
业链条延伸，青拓物流、青拓设备制造
为配套产业，在福安湾坞半岛冶金新材
料产业园倾力打造千亿不锈钢产业集
群，并将湾坞冶金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成
为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和
深加工基地。

青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再经
过 5 至 10 年的努力，有望实现年工业
产值超 1500 亿元，使青拓集团成为国
际上不锈钢生产规模最大、产品种类
最齐全，并具有国内外一流市场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不锈钢、特殊钢生产供
应商。”

青拓集团：倾力打造千亿不锈钢产业集群
全面实施全面实施““一二三一二三””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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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
福安市纪委监
委结合国际志
愿者主题活动
日，重点宣传
该市综合整治

“带彩打牌”和
规范党员和公
职人员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
倡议广大群众
积极响应，以
优良的党风带
政风促民风。
吴其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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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虽然省运会、
老健会结束已近一个月，但省运会、老健
会宁德市筹委会秘书长、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局长许余丁仍在市体育中心忙碌
着，处理省运会后续事宜。

2017年 3月，我市抽调了 157名干部
集中办公，成立了省运会筹委会办公室
及17个工作部，许余丁任筹委会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余丁
说。从那天起，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从
竞赛项目的组织到文体展演彩排，从城市
环境提升到省运氛围的营造，面对繁杂而
琐碎的工作内容，他始终和所有省运会工
作人员一起，奋战在筹办工作第一线。

“承办如此高规格的体育盛会，我们
没有经验，一切从零起步。”许余丁坦言，
所有工作中最让他揪心的是安全问题。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共有4700多名志愿者
参与表演，他们是来自宁德师范学院、宁
德职业中专学校、宁德技师学院、宁德财

经学校、宁德市华侨小学的学生。“学生
的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许余丁说，为
了确保参演学生的安全，每次集中排练
后，都要求老师向筹委会报平安，确保每
位学生安全到家。

在省运“宁德时间”里，赛事筹备、安保
维稳、后勤保障，无一不凝聚着各部门的心
血。无人机编队表演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
艺术场景之一，但无人机的试飞过程并非
一帆风顺。“当时已经临近开幕式，可彩排
过程中发现有几架无人机总是偏离预定轨
道。”许余丁说，经过多部门齐心协力，共同
排查问题，才确保了每台无人机飞对点位，
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一年多来，许余丁始终保持积极乐

观的工作态度，带领全体驻会干部，全力
推进省运会、老健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
开展。“最让我感动的是全体工作人员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许余丁说，

“筹备工作后期，所有工作人员每天早出
晚归，餐餐吃盒饭，全力做好每项工作、
每个细节，不曾有过半句怨言。”

许余丁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老健会闭幕式的第二天，筹委会大型活
动部部长陈德平向他递交了请假申请
——要前往上海一周。“当时，我还打趣
地说，闭幕了就想去玩，还有很多工作没
完成呢！”后经私下了解才得知，陈德平
的爱人生病在上海住院已有一段时间，
而这期间他不曾落下一份工作，站好了

省运会、老健会最后一班岗。
省运会创造了许多动人瞬间，类似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正是这种舍得付
出的精神铸就了省运会的精彩、震撼和
圆满。”许余丁表示，接下来，筹委会工作
人员都将回到各自岗位上，大家将继续
传承省运精神，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为宁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赛事有期，逐梦无限。省运会已经
落幕，但体育与这座城市的故事还在继
续上演，开拓进取的实干精神也将鼓舞
宁德人拼搏奋进……

传承实干精神 激扬发展力量
——访省运会筹委会秘书长许余丁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12 月 6
日，改革开放 40周年“福建影响力”优
秀案例发布会暨海峡传媒智库平台启
动仪式在福州举行，宁德市委办报送
的“‘四下基层’、深入群众：党的群众
路线的实践创新”获得政府职能转变
优秀案例，寿宁下党乡、福鼎市磻溪镇
赤溪村、福安市溪尾镇溪邳村联合报
送“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宁德脱贫攻坚
探索与实践”获得民生工程最佳案例。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指导，省委网信办、省委文明办、福建
日报社（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活动启
动至报名结束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推
送的 218件案例。相关机构和专家学
者对申报案例进行初步筛选、在线推
荐，最终评定出五大方面、44个优秀
案例。其中，重大试验改革案例 15
个、政府职能转变案例 4个、生态文明
案例4个、民生工程案例13个、文化建
设案例8个。

我市两案例获改革开放40周年
“ 福 建 影 响 力 ”优 秀 案 例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近日，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郭学斌先后深入霞浦县溪南镇青山村、蕉城区城
南镇古溪村调研换届后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郭学斌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第四督导组整改意见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
求，扎实抓好换届后村级组织建设工作。要及时开
展村干部集中轮训，切实提高村干部的履职能力，引
导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把心思精力集中到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上来。要认真落实刚刚颁布的《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要求，深入开展党支
部“达标创星、晋位升级”活动，进一步加强村党组织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要持续推进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深化整顿举措，巩固整顿转化
成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深入组织发动党员群众参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认真组织实施村级集体经
济“进五争十”三年行动，增强乡村干部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的意识，不断拓宽增收渠道，确保如期实现发
展目标。

本报讯（记者 陈薇）日前，市政府办通报了
2017年度粮食安全市县长责任制考核情况。2017
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总体稳定，古田县、屏南县、周
宁县、柘荣县粮食播种面积在前五年平均水平以上，
福安市、古田县、屏南县、寿宁县、周宁县粮食产量超
过前五年平均产量。

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各地高
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保护
和提升。严守耕地红线，加强耕地保护，各地实有
耕地和基本农田面积均高于下达的保护目标。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市竣工验收面积大于

“十三五”规划年均任务量，各地均完成或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
动，2017 年，全市完成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面
积比上年增加 5.72万亩，比增 17.88%，耕地质量进
一步提升。

粮食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各地不断加强储
备能力建设，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创新储备粮管理
机制。2017年，全市续建中心库项目 6个，周宁县、
寿宁县中心库、省市区三级联建的宁德粮食储备集
中区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古田，屏南、柘荣县
中心库建设有序推进，此外，福安市、周宁县代建
省级库建设已竣工验收，并陆续进粮压仓投入使
用。粮食供应能力进一步提高。各地按照每个乡
镇一个应急供应网点的要求，建立了 184个应急供
应网点，16家应急加工企业，11家配送中心，11家
应急储运企业。

本报讯（陈锦雄 雷津慧）12月 6日，笔者在溪
北洋新区看到，福安市新档案馆项目进展顺利，预计
本月底将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据了解，福安市新档案馆位于福安市溪北洋新
区隧道南出口西北侧，是福安“126”行动计划的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新档案馆以“山、水、城”三位一体的
设计理念，投资约 7700余万元，总建筑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其外观形如一尊玉印，设计新颖独特，寓意
深刻。

据介绍，福安市档案局将严格按照建设标准，加
大协调沟通力度，确保在 2019年 6月底前全面建成
一个集档案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
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件备份中心

“五位一体”的新型档案馆,从而进一步提高福安市
档案管理和服务水平。

市领导开展换届后
村级组织建设调研

我市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进一步巩固

福 安

“五位一体”综合档案馆
将在月底前完成主体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