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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母线管母金具安全隐患，保障电网和设
备安全，3 月 20 日，在宁德霞浦岚后 220kV 变电站
220kVIII 段母线管母金具改造检修作业现场，国网
宁德供电公司 30 多名检修人员正对母线管母金具
进行更换，并对五组母线侧隔离开关进行例检消缺。

据悉，受去年“玛利亚”台风影响，岚后变原
220kV母线管母金具曾存在断裂安全隐患，该公司针
对此问题组织专家研讨，制定整改方案，并已在2018
年完成了其中 I、II段母线的管母金具更换工作。

本次工作涉及电网五级风险，工作涉及面大，工
作范围广，难度系数大，工作时间紧，该公司高度重
视此次工作，提前一个月派出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勘
查，并制定了详细的现场作业方案，采取“一停多
用”，同时开展多个间隔例行检修和消缺工作，最大
限度减少了停电时间。此次停电操作采用“一键顺
控”模式，母线由运行转冷备用的操作由往常的一个
多小时缩短至十分钟，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检修
过程中，该公司检修班组大量使用高空斗臂车等先
进机具，提高了高处作业的安全和效率。

经过检修人员紧张作业，当天17时25分，该公司顺
利完成 220kVIII
段母线上全部工
作，母线提前恢复
正常运行。

□姜南昵
吴守龙 苏适

宁德供电公司：

技改大修 为电网“强筋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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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法规等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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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列入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公布“黑名单”的企业
或自然人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有底
价增价拍卖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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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拍卖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到霞浦县自然资源局或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9年3月22日至 2019年4月10
日到霞浦县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0 日 16 时 0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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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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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定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 10 时 00 分在霞浦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霞
浦县九大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二楼)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该宗地设有拍卖保留底价；2.宗地内建筑物由竞得

人自行拆除；3.建筑主体施工形象进度达到地面十层以
上（含十层）方可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霞浦县太康路135号2号楼一层
联 系 人：王先生、周女士
联系电话：2566666、0593-889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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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霞浦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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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950

霞浦县自然资源局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霞浦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霞自然资告字[2019] 拍1号

经霞浦县人民政府【霞政地（2019）23 号】批准,霞浦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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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保证金：

起始价：

备注：

2019-1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大于或
等于30

12406
万元

1.商业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 平方米；2.具体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霞
浦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出具长溪路东侧、龙泉路南侧一宗出让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的函》【霞
建函（2019）25 号】和《霞浦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出具长溪路东侧、龙泉路南侧一宗出让地
块调整规划设计条件的函》【霞建函（2019）30 号】。

宗地
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6200万元

加价幅度：

33759.15平方米

大于或等于1.8并且
小于或等于2.2

不高于60

50万元或50万元的
整数倍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土地估价备案号：

土地现状：

长溪路东侧、龙泉路南侧地方

小于或等于30
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普通商品

住宅）、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商铺）

（备案号：3506319BA0039）
净地

3月20日，在福安市溪柄镇港里村好时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果园里，400多亩桃花已悄然盛开，吸引了游人前来观
光拍照。近年来，溪柄镇立足农业大镇和革命老区的镇情，做足做优“旅游+”文章，打造多元素的农业休闲体验区、采摘
游乐区和景观观赏区，推进“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郑雨桐 赵巧红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3 月 21 日，记
者从市人社局获悉，近日市政府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
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
化培训服务，确保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就业局势保持稳定。

《实施意见》明确加大稳岗支持力
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
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企业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金额按照税务
部门缴费凭证确认。2019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对经工信、商务、国资等部门认
定，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的企业，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返还标
准按照企业申请时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 6个月金额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少裁
员按照净裁员率低于我市 2018 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率确定。上述资金由失业保险
基金列支。对经工信、商务、国资等部门

认定，2019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重
点企业，以及 2019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连续
生产的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积极
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的，从就业补助资
金中给予一次性每人每月 200元稳定就业
奖补。同时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
用支持小微企业。

在鼓励支持就业创业方面，《实施意
见》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支
持力度。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创业
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自主创业的，可
申请最高 1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大中专
院校（含技校）在校生及毕业 5年内的毕业
生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元，期限不超过 3
年，经贷款经办金融机构认可，可以展期，
展期期限内不贴息。小微企业当年新招
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
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25%（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并与其签订 1 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可申请最高 300 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创业孵化基

地运营主体纳入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对象范围。支持创业载体建设，认定为市
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由就业补助资金
给予30万元补助。

对经评审认定、符合条件的创业项
目，给予 3 万元至 10 万元的资金扶持。每
年资助一批具有发展潜力和带头示范作
用突出的初创企业经营者参加高层次进
修学习，可按每人最高 l 万元标准给予补
助，所需费用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出。扩
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从 2019年 1月 1日
起，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 2 年内未
就业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扩展至 16 岁
至 24 岁失业青年，就业见习时长由 3 个月
至 6 个月扩展至 3 个月至 12 个月，就业见
习的生活补贴标准按我市企业所在地最
低工资标准执行，补贴期限不超过6个月。

针对精准就业扶贫工作方面，鼓励各
类企业设立扶贫加工点、扶贫车间、扶贫
基地，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以下简称“建档立卡劳动力”）就业实现

脱贫的，可按吸纳人数由各地就业补助资
金中给予每人 2000 元奖补。对获评国家
级就业扶贫基地（典型企业）的，吸纳建档
立卡劳动力稳定就业达到 30 人以上的企
业，由各地就业补助资金中给予一次性最
高20万元奖补。

《实施意见》要求积极实施培训，支
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开展失
业人员培训。放宽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
领条件，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
企业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3 年以上放宽至
参保 1 年以上。此外，还将及时开展下岗
失业人员帮扶，实行失业登记常住地服
务，落实失业保险待遇，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要用好用
足中央财政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
政策，对现有补贴项目进行梳理，在保持
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对补贴项
目、补贴方式进行归并简化，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我市鼓励支持稳岗就业创业
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本报讯（记者 张颖珍）昨日，记者从市委文明

办了解到，中央文明办于 3 月 20 日公布了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中的 141 个地级以上城市、城区 2018
年文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宁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首年测评成绩良好，以总分 83.30 分的成绩，在
113个地级提名城市中位列第45名。

为切实提升创建水平、突出群众满意、确保创建质
量，中央文明办组织国家统计局和中央文明委部分成员
单位组成测评组，以实地暗访考察、入户问卷调查、网上
材料审核三种方式，对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中的141
个地级以上城市、城区进行2018年年度测评。

此次测评工作更注重以暗访方式直插现场考察
工作实际效果，更注重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效率，
更注重以群众满意度认同度为评价标准，引导推动
了各地把注意力更多投入到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
代新风上来，更多投入到服务城市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上来，更多投入到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
度、城市文化品位和群众生活质量上来。

过去一年，宁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结合开展
“创文明城、迎省运会”活动，实施“八大文明工程”，以
会带城、以会促城、以会美城。仅去年，市区两级累计
投入各类资金25亿元，建成了一批城市道路、停车泊
位、园林绿化、公共厕所等市政设施，大大弥补了城市
建设短板，美化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同时，
对创城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农贸市场“脏乱差”、小区陈年
垃圾等难点问题的整治。创城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宁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首年成绩位列第 45 名

近日，柘荣县妇联联合检察院、乍洋乡、总工会
等单位共同举办维权月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以“倾
情礼赞新中国 巾帼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向群众宣
传平安家庭、反邪教、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赵巧红 魏志远 摄

本报讯（孙伟平 陈祥云 郑洪熙）村
里自有资金不足制约脱贫效果，“信息不
对称”又影响信贷资金投入。如何破解这
一难题？柘荣县人行从2010年起，指导农
信社在半岭村创建“信用村”，树立“三信”

（即信息、信用、信贷）联动脱贫致富典
型。截至今年 2 月末，该村人均年收入
11800元，比 2010年翻了近 4倍，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 729 万元，增长 10 倍多，贷款覆
盖面超60%，户均授信5万元。

据悉，柘荣县人行组织了“金融小板
凳宣讲队”“背包银行宣传队”等，通过进
村入户方式开展征信知识宣传，告诉村两
委和村民“信用”创建会带来什么好处，营
造“信用”创建氛围。

为破解信息不对称难点，该行指导农信
社采取进村入户方式采集农户信用信息，为

每家每户建立信用档案，同时对采集的农户
信用信息甄别、筛选，进行信用评价和授信，
八年来累计为全村196户建立了信用档案。

半岭“信用村”创建后，在人民银行再
贷款政策支持下，农信社对该村村民实行
资金需求优先、利率优惠、手续简化等惠
民政策，支持该村产业升级，培育茶叶、太
子参等支柱产业。据统计，2010 年至今，
农信社向该村累计投放 2500 多万元信贷
资金，利息优惠 170 多万元,有力推进该村
脱贫致富的步伐。

为维护“信用村”金字招牌，半岭村两
委与农信社建立良好联动机制，主动将

“信用”建设纳入村两委重点工作，在全村
营造“一人失信、全村受损”的氛围。同
时，村两委主动介入，协助信贷员催收贷
款本息，在个别村民因各种原因无力还贷
时，村两委主动代偿，确保八年零不良“信
用村”招牌。如，2018年该村村民林某，贷
款2万元经营农产品，由村支书担保，后因
经营不善无力偿还，村支书了解情况后，
主动提前与信贷员联系，由其代偿，避免
了该村出现不良贷款。

在“信用”建设的八年间，半岭村在
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农信社共同帮助下，
实现了信息资源、人才资源回流，吸引村

能人返乡创业，成立了奇岚山弥猴桃农业
合作社、半岭茶叶加工厂等农村经济组
织。农信社让这些农村经济组织也享受

“信用村”惠民政策，在资金需求、利率优
惠等方面予以支持。通过“信用”培育，发
挥这些农村经济组织重要作用，助力半岭
村走上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道路。

半岭：八年创建零不良“信用村”

本报讯（记者 王志凌 通讯员 颜晨
曦）3 月 14 日，随着霞浦县环保局巡查小
组结束对辖区下浒、北壁、海岛等乡镇水源
地的排查工作，今年该县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问题排查工作已全面完成。

打好“碧水保卫战”，水源地保护是重
中之重。从 2 月 25 日起，霞浦县环保局派
出 4 队巡查小组，对所涉及的 13 个供水人
口10000人或日供水在1000吨以上的饮用
水水源地进行全面排查。截至当前，共查
出环境问题 2 个，这些将在今年底前完成
整改。

同时，霞浦还加强对水污染的防治，确
保饮用水安全。2018 年 8 月，投资近 3000
万元的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改
造工程正式运行，通过二次提升泵房、高效
沉淀池、精密过滤车间和加药间，采用三级
深度处理将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由一级 B
标准提升为一级 A 标准，污水处理能力达
每日4万吨。

该县还在县级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溪
西水库周边的溪西村、东坡村建设了一体
化生活污水处理站，确保生活污水处理达
标后排入库区；在横江村、坂头村、沙坑村
建设了生物氧化塘+生态修复湿地，周边
村庄生活污水经生物氧化塘和生态修复湿
地消纳处理后排入库区。目前，投资 1.555
亿元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加紧建设中。

霞浦：

保护水源地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