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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苏梅）6月 3日，宁德市“同心助学”
教育精准扶贫捐赠活动启动仪式在寿宁县实验小学
举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明日之星公益基金
管委会联合省委统战部、省留学生同学会开展助学
助教公益活动，向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捐赠总价
值360万元的信息化教育物资，其中，寿宁县30所中
小学获赠物资价值40万元。

据了解，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以来致力于公益慈善事
业，关爱青少年成长，通过社会倡导、募集资金、教
育培训、救助资助等方式，配合政府开展教育领域
的扶贫助学等公益活动，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有
效解决了部分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师资力量不均
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等问题。省留学生同学会
多年来一直践行“爱心报国”行动，深入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除向寿宁县下党乡捐赠 100万元善款设
立教育扶贫基金外，还设立了“欧浦登百万教育基
金”，开展了“送医送药下乡”“进校园巡讲”等扶贫
助学活动。

宁德市“同心助学”教育精准扶贫捐
赠活动在寿宁举行

我 市 270 所 学 校 获 赠
价 值 360 万 元 物 资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发出了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
大战略性成果的动员令。组织部门承担着
管党治党的重要政治责任，更应带头履职
尽责，把严的要求贯穿到固体系打基础、选
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的各项工作中
去，为全面实施“一二三”发展战略、坚持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牢牢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
建设方向和效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把
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到党的建设各
方面，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四
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持续推
动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章》，严格执行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
活、谈心谈话等制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
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
段，全面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坚定自觉地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必须从思想源头入
手。要提早谋划思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紧扣“初心”和“使命”，结合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传承弘扬“滴水
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好传统好
作风，精心设计具有宁德特色的教育实践
载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多上几个大
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使命感责任
感，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
路奋勇前进。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和党
性教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主要
内容，真正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聚焦
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重点内容和培养经济发展型、社会治理型
干部，持续举办“八个专题”培训班，不断提
高干部队伍专业精神、专业能力。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
伍。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治本之策。要深入贯彻新修订的《干部
任用条例》，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坚持
事业为上，把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

的事组织和群众认可不认可作为选拔干
部的根本依据，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
马”，持续探索完善“年度考核、一线考察、
蹲点调研、专项评议、绩效考评”相结合的
干部考核评价办法，重点对上汽宁德基
地、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等 27个重点项目重点工作开展一线跟
踪考察，对20个左右市直单位开展蹲点调
研，更大范围发现识别政治忠诚、担当作
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坚持抓早抓小，完
善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三级预警机制，使咬
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以更大的力
度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落实省、市关心关
爱基层干部系列措施，让干部真正放下包
袱，心无旁骛地干事创业。着眼全面激发
人才队伍创新创造活力，深化落实“1+5”
人才新政，持续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
切实为广大人才向宁德集聚、向基层流动
创造良好环境。

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管

党治党重在抓基层打基础。必须眼睛向
下，持续强弱项、补短板、抓协同、促整合，
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实施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
工程，深化运用我市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15条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加强县乡骨
干力量”“筑牢基层堡垒”“村级带头人整
体优化”“党员先锋带头”等8项行动，不断
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功能
作用。实施各领域党建提质工程，着重探
索创新城市基层、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
领域党组织设置形式，不断提升党组织和
党的工作覆盖面。切实抓好全省党委（党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上点
评提出的问题整改，着力解决一批基层党
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游坤
良）日前，霞浦共组织8家渔业企业参加
第十四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进一
步展示霞浦渔业企业品牌形象，拓展渔
业市场，30多家国内外采购团在展会上
表示将不定期到霞浦参观，洽谈合作，此
次博览会霞浦渔业企业共签约6亿多元。

近年来，霞浦县大力推进渔业经济
结构调整，持续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有效
提升渔业经济发展质量，加快特色现代
渔业建设，渔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教
育部大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教授刘必林对霞浦渔业发展给出了好
评，展会现场霞浦渔业企业也得到国内
外专家、渔业协会与企业代表团的肯定。

本人遗失一本渔业船员原四等大管轮证，
证号：C08324253。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永聪
2019年6月7日

本单位遗失霞浦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下浒信用社开
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03300042004。声明作废。

霞浦县第四中学
2019年6月7日

卢怀光、翁丽金夫妇遗失
儿子卢庆义的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I350375056。声明作废。

挂失人：卢怀光 翁丽金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35222619551209202523。
声明作废。

挂失人：翁细姿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2619470214541071。
声明作废。

挂失人：阮新生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35220219331205331272。 声
明作废。

挂失人：陈其恩
2019年6月7日

黄忠清、谢玉钗遗失国有
土地证，证号：霞国用（2009）
字第4607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忠清 谢玉钗
2019年6月7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
福安市佑力汽配有限公司，
编码：3522020004779；私章，
章文：陈健。声明作废。
福安市佑力汽配有限公司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3119520510121X44。
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吓大
2019年6月7日

遗失
声明

公告
2012年11月14日早上5点许，在古田县平湖

镇玉库村路边捡拾一名男弃婴，男婴身上包裹着
旧毛毯，随身有一张出生红纸条：“生于2012年11
月9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该男婴的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前来认领，逾期不来的，该男婴将依法给予安置。

联系电话：0593-3999037
古田县民政局

2019年6月7日

清算公告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周宁百川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2019年5月25日
的成员大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
关债权人自接到合作社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正梅 联系电话：13915596911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狮城镇洋尾村3号

周宁百川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组长：刘正梅 副组长：刘海鸣

2019年6月7日

尊敬的客户：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市政工程等
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的客
户提前做好准备。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
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

送电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
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造成的不便，敬
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力”或“sgcc-fj”微信公众号，
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9年6月7日

停电通告

计划停电时间

6月14日
07∶00-17∶00
6月18日

07∶00-17∶00
6月18日

07∶00-17∶00

6月17日
07∶00-18∶00

停电线路

城澳线

象溪 II线

洋中 II线

长坛线

停电范围

三都镇介溪村、三都镇介溪村竹岐头村、介溪村明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专)、
城街村鹏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专)、黄湾村三都鸿展育苗场(专)
三都镇七星村青山乌岩下、三都镇七星村白基湾、三都镇七星村门头确村、白
称潭村嫩富育苗场(专)、白称潭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宁德分公
司(专)、白称潭村泥土澳育苗场(专)
洋中镇莒溪村下洋村、洋中镇莒溪村、莒溪村洋中莒溪水电站(专)
八都镇铜镜坂村、新峰村点兰自然村、上坂洋村、八都镇下坂村、八都镇水际
村、八都镇福口村、八都镇洋头村、八都村铜镜村;下坂村第八中学(专)、公路
局上坂大桥、福口村福口国有林场(专)、八都福春茶叶初制厂(专)、八都水际发
电站(专)、锦生林果专业合作社、八都中心供电所，以下为短时停电用户：宁德
沈海复线双福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专）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本报讯（记者 缪星 叶陈芬）2019年全
国高考6月7日拉开帷幕，全市1.6万多名
考生参加高考，本次高考全市共设 9个考
区，14个考点。6月6日下午，考生前往考
场熟悉环境，做好考前准备。

当日16时许，记者在宁德市高级中学
考点看到，校门显眼处张贴了“考程安排”

“考场分布示意图”“考试时间安排”等，以
便让学生熟悉考场时对考试时间安排、考
风考纪等有更清晰的了解。

虽然离进入考场时间还早，但是已经

有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到达考点。
“认真看看自己在哪个考室，不要弄错
了。”“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认真看题
目。”“放轻松啊儿子，你肯定没有问题
的。”……在校门口，不少考生家长对着考
生千叮咛万嘱咐。

“会有点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
考出自己的水平，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实现自己的梦想。”考生陈凡（化名）充满
信心地说。

“为了应对今年的高考，市高级中学考

点和往年一样，做了充分的准备。”宁德市高
级中学考点主考薛超群告诉记者，工作人员
对考点的监控设备、安检设备以及播音设
备，反复进行了检测，考点各方面均符合标
准化考场的要求。在开考前，监考人员会
检查考生是否有携带手表、手机等违规物
品。对女监考教师的着装也要求简朴端
庄，不穿硬底高跟鞋、不喷香水，以免影响考
生发挥。同时，考点还成立了突发、偶发事
件处理专门小组，保障学生的考试安全。

17时许，考生进入考场熟悉情况，并

进行英语听力试听。
此外，记者从市无线电管理局了解

到，高考期间，该局共有 16人参与无线电
安全保障，在宁德一中考点临时架设快部
式监测站。同时，还启用固定监测站 11
个，动用监测设备 17台（套），对重点防范
区域内无线电信号进行严密监测，对涉嫌
作弊的无线电信号，将迅速追查并予以技
术阻断。所在考点的考试过程实行全程
监控和实时刻录，以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和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

高考今日拉开大幕

我市1.6万多名考生奔赴考场

▲6月6日，市委文明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
2019年宁德市“邻里守望·共度端午”三社联动关爱残疾人公益活
动。活动包括包粽子送温暖、义诊、免费拍证件照等，为残疾人士
送上节日的温暖。 本报记者 叶陈芬 摄

▲6 月 6 日，蕉城区漳湾镇兰田村在兰溪举办
2019年度端午节龙舟竞赛。当天，来自兰田、溪口、
官沪、云淡等4支龙舟队展开了一场龙舟竞渡，营造
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杨洋 摄

◀6月5日，市委老干局联合蕉城区居家养老中
心开展端午节慰问辖区内老党员活动，让老党员倍感
暖心。据了解，工作人员在“七一”前后将陆续开展慰
问老党员活动。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组织工作始终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刘正宇

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端午我们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6 月 6 日，记者从市工
信局获悉，首届电动船舶创新发展研讨会将于 6月
13日在我市召开。此次研讨会由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宁德市人民政府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主
办，宁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旨在助推我国电动船舶
产业发展，共同探讨国内外电动船舶领域的新趋
势、新机遇。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船舶航运
业的快速发展，全国水路货物运输量和港口吞吐量
稳居世界第一。虽然船舶运输具有运量大、成本低
等优点，却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带来巨大压力。伴
随着国家日趋严格的环保要求，搭载锂离子电池动
力系统的电动船舶将成为重要的解决方案。而通过
多年发展，宁德时代也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
的动力电池企业，在此背景下，于宁德召开研讨会极
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作为业内权威性最高、规模
最大、最具行业影响力的电动船舶行业盛会，汇聚了
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骨干企业、行业协
会、国际组织等多方面力量，旨在引导和支持电动船
舶安全健康发展。主办方表示，此次会议将通过“电
动船舶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电动船舶和船用电池
关键技术”“电动船舶标准法规”三个议题，深入探讨
国内外电动船舶领域的新趋势、新机遇，推动锂离子
电池动力系统在船舶上的应用推广，助推我国电动
船舶产业发展。

首 届 电 动 船 舶 创 新 发 展
研讨会将于 6 月 13 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记者从市发
改委获悉，日前省发改委批复，原则上同
意福建省高端药物制剂山海协作创新中
心的建设方案，创新中心进入预备期，以

“福建省高端药物制剂山海协作创新中
心（筹）”的名义开展工作。

据了解，该创新中心由福建省闽东
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承建，与福建师范
大学工业微生物发酵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共建，项目位于柘荣县制
药工业园区，将建设柔性中试生产线
1850平方米、小试平台800平方米；购买
仪器设备 61台/套及配套办公设备。项
目总投资 4505 万元，建设期限为 2019
年至2021年。项目验收通过后，省发改
委将正式批复设立“福建省高端药物制
剂山海协作创新中心”。

省高端药物制剂山海协作
创 新 中 心 方 案 获 批

霞浦渔业企业亮相第十四届
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6月6日下午，宁德市级
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第一次
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以及市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交流了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
经验做法。市委常委、秘书长、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
陈其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统一思想
认识。各级各部门务必要从树牢“四个意识”、践
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起来，从严从实抓好落实。要突出重
点任务，着力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要树立正确
的政绩观，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扎实开展作风问题排查整改；整治文山会海，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改进调查研究，真正
为基层“松绑减压”；健全干部激励保障机制，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整治行动
取得实效。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
各单位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表率
作用，加强协调落实，营造浓厚氛围，切实抓好专
项整治工作。

宁德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