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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柘荣县黄柏乡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普
法讲座，并邀请知名律师给当地乡、村两级干部讲解“扫黑
除恶”等相应知识，帮助乡村干部更好地了解扫黑除恶的重
要意义。

通过此次学习，乡村干部拓宽了法律知识，增强了法制
观念，使大家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清
晰的认识。黄柏乡将继续动员辖区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去，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和谐家园。

□ 刘明也

柘荣黄柏：

开展“扫黑除恶”普法讲座

遗失
声明

通告
寿宁县竹管垅学校柳州，你擅自离

开工作岗位已一个月以上，现在学校登
报正式通知你，限你在登报之日起 15天
之内返单位报到，逾期不回，将按自动离
职处理，一切责任自负。

寿宁县竹管垅学校
2019年5月16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号：35222619491030201123。声明作废。
挂失人 ：汤春妹2019年5月16日

房地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9年 5月 19日上午

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举行拍卖。
拍卖标的：周宁县狮城镇中园路 19号

1-7层天地楼，建筑面积1205.37平方米，规
划用途为商住，该标的位于该县的商业步行街，人流量大，
商业氛围浓厚，周围有县政府、医院、学校、银行、超市，生活
配套设施完善，起拍价 455万元。有意竞买者可扫右上方
二维码了解标的详情。

联系方式：周经理 18275920001
申请执行人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房地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9年 6月 1日上午

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举行拍卖。
拍卖标的：福建省周宁县狮城镇中园

路景苑楼一层 1-6 号店面，建筑面积：
440.99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该标的位于该县的商业步
行街，商业氛围浓厚，周围有县政府、医院、学校、银行、超
市，生活配套设施完善，起拍价670.74万元。有意竞买者可
扫右上方二维码了解标的详情。

联系方式：周经理 18275920001
申请执行人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上午10∶30在柘荣

县屿前路3号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层开标大厅公开拍卖：
1.柘荣县 615西路 83号水利局一层 7间店面三年租赁权。
2.柘荣县柳西路 2号柳城宾馆一层 1间店面三年租赁权。
有意者向指定账户缴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注明用途)，持
回单办妥竞买登记手续。详情可登录网站www.fypmh.com
查询。看样及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5月24日17时；联
系电话：0591-87534343、0593-8350818；联系地址：柘荣县
柳城西路2号408室。

福建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我部计划在霞浦县长春镇闾峡村安装信息通联设备一套，现公开招标采购。要求：投标单位必
须是宁德市内的独立法人企业或在宁德市内设有注册时间满两年以上分公司企业，企业财务状况
良好，近三年所提供的设备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有意向单位请持相关材料复印件到我部报名，报
名截至时间5月23日。联系人：林先生 18950570678；冯先生 13338221067。

宁德军分区保障处
2019年5月16日

宁德军分区信息通联设备招标公告

本公司遗失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 票 代 码 ：3500153130，发 票 号 码 ：
01763081。特此声明。

屏南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本 公 司 遗 失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闽
350982201001，车号：闽 J0587挂。声明作废。

福鼎市日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本人遗失普通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证号：3509220020112002501。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政茂
2019年5月16日

本寺遗失福建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霞
浦县农联社长溪社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4033000452301。声明作废。

霞浦南禅寺
2019年5月16日

袁丽华、黄志华夫妇遗失女儿黄金
萍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D350189393。声明作废。

挂失人：袁丽华 黄志华
2019年5月16日

遗失声明

林清华、阮克铸夫妇遗失女儿阮念薇的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P350189385。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清华 阮克铸
2019年5月16日

林清华、阮克铸夫妇遗失儿子阮奕程的出生医学
证明，证号：Q350541579。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清华 阮克铸
2019年5月16日

陈绍平、陈柳芳夫妇遗失女儿陈姿霖的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R350554076。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绍平 陈柳芳
2019年5月16日

本村民委员会遗失公章，章文：寿宁县南阳镇
下房村民委员会。声明作废。

寿宁县南阳镇下房村民委员会
2019年5月16日

遗失
声明

本报讯（记者 叶陈芬）昨日，
记者从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罪宣传日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去年全市经侦共立各类经济犯罪案
件 287起、破 245起,刑拘 219人,逮
捕144人,移送起诉247人,涉案金额
4.2亿元,挽回损失 1.3亿元，为确保
我市社会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其中去年全年，虚开骗税案件
立 38起破 11起，地下钱庄案件立 9
起破4起,金融领域突出经济案件立
101起破 44起,非法集资类案件立
108起破 139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立 15 起破 22 起，网络传销案件立
27起破 6起，公司领域犯罪案件立
15起破8起。

2018年，我市经侦部门还持续
开展“猎狐”“云端”“惊雷”等专项行
动。其中“猎狐”专项行动中，我市
境外逃犯存量为 14人,总到案 5人,
到案率 35.7%,完成省厅 25%任务
数,此项工作在全省排名第三,在二
类考评中排名第一。

全市公安经侦部门通过全力把
握查处非法集资案件的最佳时机、
强力推行“阳光办案”、进一步推动
加强前端监督等措施，部署开展
2019年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专项行
动, 2019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全
市公安机关共破非法集资案件 57
起,同比上升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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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5月 12日，
在福安市溪尾镇政府会议室里，乡镇干
部和加工企业一起讨论吊养牡蛎养殖
改造的价格问题。乡镇通过比价和多
轮谈判，终于将吊养牡蛎改造设备的价
格降到渔民能接受的范围内，推动了海
洋养殖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

据了解，相比周边乡镇，吊养牡蛎
是溪尾镇的养殖特色，因此项养殖成本
高利润低，导致改造过程中存在阻力，

养殖户出现抵制情绪。“大多数养殖户
是愿意改造的，改造遇到的困难主要是
因为设备价格问题，我们就从价格方面
入手，供给侧发力，确保能够完成转型
升级任务。”溪尾镇镇长林霁说。

一方面争取补贴，另一方面和企业
谈判降低设备价格。通过多方努力，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设备改造升级养殖
户承担的费用每亩降至 200多元。同
时企业愿意全额垫资，在验收和补助款

项到位后再进行结算。此举大大减轻
了养殖户的负担，充分调动了养殖户参
与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的积极性、主
动性，促使溪尾镇吊养牡蛎的养殖改造
走上了快车道。

“作为企业，我们合理追求利润是前
提，海洋养殖转型升级是大趋势，相关新
型渔排、养殖设施的生产制造销售是新
兴市场，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适当让
利，不仅利于政府相关工作的开展，同

时也有利于我们企业抢占市场，是双赢
的。”福安闽强塑业总经理丁强说。

截至目前，溪尾镇共签订渔排升级
改造协议 5206 口，完成 2589 口，验收
1334口，共签订贝类养殖升级改造协议
906亩，完成608亩，初步验收134亩。

本报讯（曾云端）“邮储银行给我
们快速放贷，解决了我们渔排改造资
金难题。”说起在邮储银行的贷款经
历，嵛山渔排养殖户董希平至今难掩
感激之情。

董 希 平 共 需 升 级 改 造 渔 排 28
口，仅渔排改造需投入资金 1000 多
万元，除了财政补助 840万元，尚需
近 200万元，他通过银行信贷很快解
决了资金难题。在渔排改造过程中遇

到资金难题的不仅是董希平一个。为
了满足渔民生产所需，邮政储蓄银行
福鼎支行派出党员先锋队，放弃休
息，深入渔排养殖户家中了解生产情
况，加班加点为他们信贷放款，在今
年清明小长假期间，邮储银行共为 27
户养殖户发放贷款累计金额达 1253.8
万元。

针对渔排养殖户存在改造资金困
难的问题，福鼎市召集渔排厂家、金

融等部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听取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寻求破解办法。经
过充分协商，渔排厂家愿意为渔排质
量进行担保，邮储银行以“养殖户应
收账款质押”为渔排养殖户提供贷
款。

2018年11月，在福鼎市政府的协
调下，邮政储蓄银行福鼎支行与福鼎
市海洋与渔业局签署了海上养殖综合
整治合作协议，承诺在符合邮储银行

信贷政策的前提下，为该市海洋产业
提供 5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其中对海
上渔排、藻类养殖设施改造提供的专
项信贷额度不低于总额度的 40%。同
时，该行还与升级改造加工企业、养
殖户代表分别签署了意向协议，并与
准入的渔排改造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
议，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为渔民分
忧解难。截至目前，该行已为 110户
渔排改造户成功发放贷款5745万元。

福安溪尾：供给侧发力促海洋养殖转型

福鼎：金融部门助力海上渔排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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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4日，在寿宁县凤阳镇官田村
葡萄园内，缪文钦正在对葡萄树进行修
枝、绑枝、除草施肥等，为今年的葡萄丰
产增收做准备。

今年 28岁的缪文钦中专毕业后只
身前往深圳创业，很快他便站稳了脚跟，
有了属于自己的茶叶店。

2011年，回乡过节的缪文钦顺道去
福安参观一些葡萄园，当地果农种植葡
萄的高收益让缪文钦颇为心动，于是他
萌生了回乡创业种葡萄的想法。

说干就干。缪文钦回到了家乡，并
在官田村流转了38亩土地，开始种植巨
峰晚熟葡萄。

创业初期，缺乏种植经验，他就购买
书籍、光盘学习，虚心向有经验的种植户
请教。葡萄苗成活后，每隔一段时间，他
就邀请福安、周宁等地专家前来上课或

现场指导。
“要打响寿宁晚熟葡萄的品牌，必须

规模化经营。”缪文钦说，希望通过发展
葡萄产业，为乡亲们创造增收机会。于
是，缪文钦主动引导村民改变观念，搞特
色种植，扩大生产规模，走专业化道路。
同时，为了取得群众信任，他在当时寿宁
县设施农业补贴空白的情况下，与相关
部门协调，最终获得每亩3500元的大棚
补贴。

在缪文钦的带动下，2012年，官田
村发展葡萄 350亩，走出了规模化种植
的第一步，种植品种以巨峰葡萄和夏黑
葡萄为主。

“我们将产出的葡萄送检后，发现其
微量元素中有效锌含量达0.39mg/kg，含
水率高达80.71%，加之运用大棚、套袋、
使用有机肥等种植技术，使葡萄品质和
产量得到提升，葡萄亩产值超过 1.5万
元。”缪文钦说。

不少村民们看到效益后，纷纷加入
葡萄种植队伍。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
缪文钦带头成立了寿宁县祥瑞葡萄种植
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不仅从资金和技术上帮助种
植户，提高种植效益，同时还大力推广高
山晚熟“锌葡萄”品牌，借助网络、采摘体
验等方式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如今，寿宁县祥瑞葡萄种植专业合
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共有社员108人，种
植葡萄 1500余亩，辐射带动凤阳镇 800
多户农民种植葡萄6000余亩，产值过亿
元。

随着凤阳镇葡萄产业的不断发展，
缪文钦不仅自己富了，还帮助35名贫困
户成功脱贫。 □ 本报记者 杨洋

缪文钦：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连日来，宁德市普查办质量核
查小组开展入户调查阶段第八次质量核查工作，此次核查
小组深入福安市湾坞工业集中区、福鼎市文渡工业园区，抽
取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现场复核、质量核查等相关工作。

核查小组严格按照国家、省普查办的相关要求，结合技术
规定和审核规则，通过实地查看，详细了解核实企业生产工艺
流程、各类设备设施、原辅材料消耗及污染物排放处理等情
况，并对普查报表数据进行现场比对、校验、完善和纠改。

核查小组在普查数据质量核查过程中，始终保持扎实
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数据反复校核，力求普查数据真实、准
确、全面，同时要求当地普查机构提高重视，以点带面，全面
开展普查质量自查自纠工作，充分做好迎接国家、省普查办
质量核查的准备。

我市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入户调查现场核查工作

5月11日，霞浦县教育局、县中华职教社、霞浦职业中专学校在县九大馆广场，联合举办以“迎祖国七十华诞 展
职教时代风采”为主题的2019年霞浦县职业教育活动周大型宣传活动。通过开展职业体验观摩、学生职业技能展
示等活动，展示霞浦职业中专学校职业教育成果，让群众更好地了解职业教育。图为活动现场职业中专学生展示职
业技能。 本报记者 王志凌 通讯员 郑小倩 摄

本报讯（记者 陈薇）昨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由
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古田、屏南、周宁、寿宁、柘荣、霞浦等
6县宣传部、扶贫办、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古田银耳、寿
宁高山茶、柘荣太子参等扶贫公益宣传片，于5月开始陆续
在我省境内动车组、动车站充电桩、动车站LED全彩屏和
电视视频上全天候滚动播出，积极展示我市特色扶贫产业
和人文风貌，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

据悉，这次扶贫公益宣传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利用站车媒体资源，助力贫困地区走上脱贫快车
道的一大举措。此次播发的我市 6部扶贫公益宣传片，每
部时长约 3分钟，从 2019年 5月开始至 8月底，在福建境
内 185组动车组视频、动车站的 134台智能手机充电桩、
动车站 LED全彩屏和 259个电视视频等四类媒体免费滚
动播出。

我市 6县扶贫公益宣传片
在铁路动车及站台滚动播出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近日，记者从
福安市葡萄协会获悉，为解决果农需要，
满足市场需求，目前福安市葡萄协会与厦
门航空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今年在
原有的顺丰物流等冷链物流专线基础上，
新增北京、天津、大连、青岛等13个城市的
航空专线，基本实现产地直发，当天送达。

据了解，届时将在主要葡萄种植村
设置揽收点，航空件包装将沿用原有冷
运专线便捷、环保的包装方式。

今年福安葡萄销售
新 增 航 空 专 线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15日，宁德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宁德时代）发布消息，其与沃尔沃汽车集
团（下简称沃尔沃）签订动力电池合作协
议。宁德时代成为沃尔沃电动汽车电池
全球合作伙伴之一，为其下一代电动车
型及极星车型提供可靠动力。

根据协议，此份亿元订单约定了宁
德时代将在全球范围内，为沃尔沃即将
推出的汽车开发SPA2平台，以及已广获
认可的 CMA 平台供应全平台电池模
组。此次宁德时代与沃尔沃携手合作，
不仅是沃尔沃的电动化策略向前迈出一
大步，同时也是宁德时代开拓全球市场
的又一个里程碑。

宁德时代与沃尔沃
签 约 亿 元 订 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