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版版 本市· 编辑：邱建平 电话：2805132 邮箱：ndmdrb@163.com
美编：吴城鑫 校对：叶丽文综合 2019年

3月22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9年4月16日15∶00在福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7 楼 1 号开标厅公开拍卖：位于福安市穆阳镇东旭
街 77 号一层 1-17 号店面，原穆云招待所一层 18-22 号、
24-27 号店面及东旭街 90 号一层 29-30 号店面三年租赁使用
权（分割 23 宗标的）。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标的展示、
竞买登记、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截至 4 月 15 日 16∶30 止。联
系方式：0593-2985606（陈先生），蕉城区蕉城南路 40 号锦
绣名苑 1 幢 19 层、福安市棠兴路 806 号市民服务中心大楼
七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优先购买权人于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前持相关证
件办理申请竞买登记手续，否则视为弃权。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公告
陈少芳同志：

你已离岗 20 日以上，限你在 15 日内（2019 年 3 月 22 日
至 2019 年 4 月 5 日）回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按解除聘
用合同处理。

特此公告。
福安市民族医院
2019年3月22日

公告
2018 年 8 月 11 日上午 5 时左右在霞浦县松城街

道六一七路 355 号门口捡拾男性弃婴一名，出生日
期：2018年 8月 8日，身体健康，随身携带物品有半瓶
奶粉、奶瓶一个。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霞浦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8871021，联系地址：霞浦县
太康路122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霞浦县民政局
2019年3月22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不具备相应开发资质的、非霞浦县区域内的申请人竞得土地后，需在60日内
在霞浦县注册登记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建设。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采用增价挂牌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2019 年 4 月 19 日 17 时 00 分前（节假日除外）到我局获取挂
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9 日 16 时 30 分，申请
人可于 2019年 3月 25日至 2019年 4月 19日 17时 00分前到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
让管理工作系统（网上交易模块）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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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9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工作系统
（网上交易模块）进行。所有地块挂牌时间均为如下时间：

2019年4月11日9时00分至2019年4月23日17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该宗地设有保留底价；

（二）本次挂牌出让的工业项目用地，需在交付土地之日起 18 个月内竣工
投产，如果在交付土地之日起 18 个月内未竣工投产的，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由县政府无偿收回。
（三）竞得人的工业厂房建成投产后，有关环境保护措施应严格按照环境

保护部门的要求执行，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项目投资强度
≥1634 万元/公顷。

（四）受让人在约定的动工时间前未取得项目核准（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文件的，我局有权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在扣除由竞买保证金转作受让地块土地出让金的 30%后，退还其余已缴纳
的土地出让金（不计利息）。

（五）本公告未尽事项详见须知文件。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霞浦县太康路135号1号楼一层
联系人：周女士、林先生
联系电话：0593-8890280
开户单位：霞浦县自然资源局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霞浦县支行
银行账号：935009010010538890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霞浦支行
银行账号：426073236636
开户银行：霞浦县农村信用联社
银行账号：9060 4100 1001 0000 0119 50

霞浦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3月22日

霞浦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霞自然资告字〔2019〕工挂2号

经霞浦县人民政府（霞政地〔2019〕25号）批准,霞浦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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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面积
（平方米）

151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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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器材制造业）

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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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筑密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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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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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

起始价
（万元）

5454

现状土地
条件

净地

加价
幅度

50万元或50万
元的整数倍

3 月 13 日，在柘荣天茂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袁杰正在整理宠物用品货
架，一旁的工人们忙着分装宠物食物，
称重、封口、打包，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现年 33 岁的袁杰，是土生土长的
柘荣人。2008年从闽江学院计算机办
公应用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在福州、广
州等城市打拼过。2016 年 8 月，在看
到柘荣良好的大学生创业环境后，袁
杰毅然选择回乡创业。

创业初期，袁杰主要经营母婴用
品。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柘荣小宠
用品市场空白，人们只能通过网购仓
鼠、兔子等小型宠物所需的用品。于
是，他决定专注做小宠用品销售。

两年多来，从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到如今拥有4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袁杰的小宠用品生意越做越红火。“我
们的小宠用品涵盖了食物、洗浴用品、
玩具等200多种，仅去年的销售额就达

三四百万元。”袁杰说。
在柘荣，像袁杰这样的创业大学

生正逐年增多。据统计，该县创业大
学生已由 2013 年的 5 人增至目前的
166人、创业项目从 3个增至 103个，带
动就业近千人，涉及网络建设、电子商
务、微信平台推广、特色传统产业、旅
游、外贸及茶叶种植销售等多个领域。

这一喜人的变化源自柘荣县人才
强县战略步伐的不断加快。该县相继
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大学生
作为创新创业人才前来聚集，并采取

“县级领导挂钩、人才团队指导、县直
单位跟踪帮扶”的三级联席制度和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联席会议制度，整
合县级资源实行“贴身”帮扶，逐渐形
成了以“政府引领＋平台支持＋机制
保障”为基本模式的大学生自主创业
服务体系。

对于政府的“贴身”帮扶，大学生

创业者吴承慈深有体会。吴承慈从三
明农校毕业后，回乡投资成立了宁德
承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多
肉植物、蓝莓、灯笼果和白茶等。“创业
以来，政府不仅在政策上给予强力支
持，还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吴承
慈说。

2015 年 8 月，受台风“苏迪罗”的
影响，吴承慈的种植基地被山洪淹没，
多肉全部被山洪冲走，蓝莓被冲毁了
一半以上，排水渠等农业设施也遭到
严重破坏。

柘荣县委组织部干部得知这一情
况后，多次到基地了解情况，并多方联
系，积极为他争取相关项目和资金。
最终，在相关部门的大力帮扶下，水渠
等基础设施得以修复。

得益于柘荣县扶持高校毕业生返
乡创业系列政策的不止吴承慈一人。
柘荣县茶业局、经贸局帮助大学生创

业者吴春祥建设了茶山基耕道、采茶
道及灌溉、蓄水池等设施，并帮他申请
到厂房建设补助；县农业局帮助宁德
市玉仙农林有限公司解决7000多株红
豆苗销售问题；谢神花获得了政府提
供的3万元启动资金，解了资金上的燃
眉之急，成功办起了瑜伽俱乐部……

不仅如此，为了鼓励返乡创业企
业参与扶贫攻坚，柘荣县对通过两年
及以上以雇佣、合作经营新型农村合
作社、采购农产品等方式帮助建档立
卡贫困户脱贫的，每帮助一户贫困户
脱贫，给予 5000 元奖励；对招收 10 名
以上大学生且稳定就业满一年及以上
的自主创业大学生给予 3 至 5 万元一
次性奖励；对年纳税额超过 10 万元的
自主创业大学生当年度给予 3 至 5 万
元奖励。

□ 本报记者 陈小妹 叶陈芬
通讯员 林少玲

筑巢引凤 孵化创业梦
——柘荣县打造大学生创业新高地

3月21日，我市大黄鱼育苗企业自发组织在三都澳海域内开展公益性大黄鱼增殖放流活动。活动现场共放
流大黄鱼苗种4300万尾。 本报记者 缪星 摄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3 月
21 日，市委副书记林文芳带领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周宁
县开展“四下基层”活动，调研乡
村产业振兴有关工作。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在浦
源镇上洋千亩高优示范园大花
蕙兰基地里，朵朵兰花或含苞待
放，或竞相吐蕊。林文芳与基地
负责人张裕明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兰花栽培技术、市场销售和亩
产效益等，得知其积极响应当地
号召，去年 7 月回乡创业，利用
当地地理气候优势，引进种植技
术，建立种苗基地，发展兰花产
业，当年实现产值 600 万元，预
计今年产值可达 1500 万元，林
文芳对此感到高兴，勉励他立足
当地优势，分析消费需求，积极
发展适销对路的花卉品种，做优

做实产业，发挥省级现代花卉生
产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香水百合基地里，工人们正在
搬运新到的百合花种球。基地
负责人杨晓鹏向林文芳介绍了
基地建设情况及百合花的生长
周期、产地分布、市场行情等。
林文芳说，高山生态气候是周宁
县发展冷凉花卉种植的优势，市
直有关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要
立足于这种气候地理优势，因地
制宜抓好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
度，不断壮大产业规模，真正实
现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在玛坑
乡紫竹村紫蓝鸿合作社“量子
猪”养殖示范基地，林文芳认真
听取养殖技术、生产经营等情况
介绍，嘱咐基地负责人陈木成要
提高专利技术的推广运用，进一
步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3月
20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专项工作小组第一次联络员会议
召开。市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
主任陈其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其春充分肯定去年以来
各专项工作小组和各县（市、
区）、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进
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深改
委有关会议和省委领导批示精
神，结合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
神，更加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更加注重抓落实抓具体，切

实把中央和省委、市委的改革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宁德坚持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全面实施

“一二三”发展战略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要认清形势、提高站
位，着力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责
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进一步
强化改革自觉；要突出重点、精
准发力，盯紧台账抓落实，瞄准
重点抓突破，“小处切口”惠民
生，进一步提升改革实效；要健
全机制、统筹协调，强化分工协
作、督察问效、队伍建设，进一步
凝聚改革合力。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项
工作小组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洋）3月 21
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蕉城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为烈属、
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
荣牌工作启动仪式。

悬挂光荣牌不仅是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的
优良传统，更是推动荣誉体系
建设、军地军民团结的重要举
措。希望广大退役军人进一步
弘扬服从军令的军人作风、扎
实苦干的军人形象和遵纪守法
的军人本色，保持退伍不退志、

退役不褪色的精神品质，不断
增强“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
自豪感和荣誉感。各乡镇、街
道和社区、村委会要建立三级
联动机制，做好基层指导，按照
相关程序，结合实际，按照属地
管理的工作原则，入户为烈属、
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安装悬
挂光荣牌。

启动仪式后，市区两级相关
负责人还前往漳湾镇溪口村为
烈属陈妹珍、退役军人林天礼悬
挂了“光荣之家”荣誉牌。

市领导赴周宁调研乡村产业振兴工作

市区两级启动“光荣之家”挂牌工作

本报讯（许孙月）连日来，在
周宁县李墩镇黄埔村，县、镇、村
干部与群众正在征地现场，一起
忙着测量土地及协商坟墓搬迁等
事宜。

李墩工业园区不锈钢深加工产
业园项目是周宁县积极对接宁德千
亿产业集群，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的
重要成果。该项目规划用地 2000
亩，建设不锈钢压延深加工生产及
配套设备等，建成后引进40至60家
不锈钢压延企业，预计可实现产值
150亿元，税收 4亿元。项目征地涉
及李墩、黄埔、陈厝三个行政村，征
地涉及群众400多户、房屋39栋、合
作社 11 家等，征地时间紧，任务重，
范围广。

为推进园区项目征地工作顺利
开展，自今年初启动征地工作以来，
周宁县高度重视，抽调全县 48 个单
位的骨干力量参与到征地工作中，
与李墩镇、村干部一起全力推进征
地工作开展。几个征地小组采取包
户形式深入重难点户逐一突破，尽
快签订协议，发放补偿款；设置一个
镇级、三个村级用餐点，保障好征地
过程中干部用餐，做好车辆安排等
后勤保障工作；完善督查机制，要求
各组每日汇报征地工作开展情况，
对工作过程中推诿扯皮、影响进度
的予以通报。

此外，该县法院还在李墩镇成
立周宁县不锈钢深加工项目司法行
政多元调处中心，以进一步做好李
墩工业园区征地工作，保障不锈钢
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多渠道吸纳乡、村调解力量，为推进
项目建设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
保障。

据了解，截至目前，周宁县李墩
工业园区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项目
已完成征地 430 多亩，同时，项目土
方工程开挖工作已经开始，各项工
作有序展开。

本报讯（许孙月）鱼儿在干净清
澈的溪水中悠游，游客在岸边观鱼赏
花……阳春三月，笔者走进周宁县桃
坑村，顿时感觉一幅乡风文明、生态美
的乡村画卷扑面而来，仿佛进入了一
个世外桃源。

桃坑村，因地处山坑，多桃树而得
名。这里的群众喜爱桃树，在河流两岸
以及房前屋后种了很多桃树，桃花与河
流、村庄相映成趣。村内还有古寺庙、
古民居、古廊桥、古树等旅游景点。但
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使得该地
区旅游、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缓慢。

2016 年桃坑村入选中国第四批
传统村落名录，2017 年底又获评全国
文明村，这些荣誉让昔日偏远寂静的
乡村闻名起来，干部群众建设美丽乡
村的干劲更足了。

近年来，该村根据实际情况，立足
资源优势，融入全县全域旅游发展，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整治村庄环境，
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良好基础。根据
村庄规划，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178 万
元，完成桃坑中村危桥重建项目，解决
游客和群众出行问题；投资 46 万元完
成村内污水管网改造，改善村庄环境，
提升群众生活质量；投资 86 万元对村
内大部分古民居进行屋面修复以及部
分重点房屋的修缮。此外村内还修建
了公厕、观景台、环古村落景观灯等项
目。目前，总投资 6000 多万元，由纯
池镇通往桃坑等 6 个行政村的公路拓
宽项目正在施工中，预计今年 9 月份
可完工，建成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打
破桃坑村发展瓶颈。

“得益于乡村振兴政策，这几年，

我们村环境整治力度非常大，村容村
貌变化很大，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对接
引进相关民宿企业，进一步完善旅游
配套设施。”桃坑村党支部书记徐大明
介绍。

“这些设施都是这两年做的，村民
们都很自觉，爱卫生，不会往河里和路
上扔垃圾，我们村越来越美了，山清水
秀空气好，住着很幸福。”漫步在河边
步游道的村民张妙孝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周宁县强化“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2020年全县创
建“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美丽乡村80个
目标，因村施策，彰显特色，全面打造生
态宜居宜游新农村。目前，按照“一村
一景”“一村一特色”的要求，已培育吴
山底生态休闲型、陈峭山地风光型、溪
口休闲运动型等美丽乡村58个。

周宁县:

全力推进园区
项目征地工作

纯池桃坑村：

因村施策 打造宜居宜游新农村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3
月 21 日，在距离上汽宁德基地
配套项目三屿互通通车时间剩
余 100 天 之 际 ，省 高 指 、市 高
指、项目业主、施工、监理、设计
等单位代表在三屿互通施工工
地举办三屿互通百日会战“誓
师大会”，大会现场房建施工
队、路基施工队代表现场表态，
并进行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
队授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谢再春出席。
据了解，开春以来，三屿互

通累计完成土石方挖方 25 万
方，边坡防护 5000 平方米；完成
三屿大桥梁片预制 70 片、架设
91 片，B、C 匝道桥跨高速现浇
15 跨；完成收费站办公楼、宿舍
楼封顶，收费大棚满堂支架搭
设。“百日会战”启动后，项目建
设将紧跟时间节点，保质保量保
时达成通车目标。

上汽宁德基地配套项目
三屿互通启动“百日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