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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规划指标详见屏自然资〔2020〕50号、63号。
二、申请人范围及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规定的期限内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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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不设定保留价，01-10-576号地块的增价幅度为5

万元，01-11-590号地块的增价幅度为20万元，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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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27日

到屏南县自然资源局三楼开发利用与空间管制股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27日到屏南县自然资源局三楼开发利用与空间管制股向我局提

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17时（以到指定银行账户时间为准）。
六、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0 年 7 月 28 日 17 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七、01-10-576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 15 时 30 分在屏南县行政服务中心 3
楼第1标厅举行。01-11-590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20年7月29日10时00分在屏南县行政服
务中心3楼第1标厅举行。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拍卖地块的竞买人必须达到2人以上（含2人），若不足2人，该地块的拍卖出让活动自动终止。
2.两宗地自成交之日起一年内交地，交地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
3.01-10-576号地块的竞得人应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缴清土地出让价款。

01-11-590号地块的竞得人应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土地出让价款50%的首
付款，余款在6个月内缴清。

4.01-10-576号地块的受让人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若改变土地用途，出让人有权按土地出让的起始价和底
价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在竞买申请书中必须明确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我局可以根据出让结果,先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应自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
更协议》，也可按约定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九、联系方式
1.屏南县自然资源局三楼开发利用与空间管制股，联系电话：0593-3309963（王女士）；2.厦门国际商品拍卖有

限公司，联系电话：18759388833（郑先生）。
屏南县自然资源局

屏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厦门国际商品拍卖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屏南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屏自然资告字〔202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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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屏南县人民政府批准(屏政综〔2020〕96号）,屏南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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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霞浦县长春镇开展《宁德市三都澳海
域环境保护条例》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增强群众的
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共同守护蓝色海洋。据悉，

《宁德市三都澳海域环境保护条例》自 2020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郑小倩 摄

近日，走进柘荣县楮坪乡社坪村，一幢幢灰瓦白
墙的房子掩映在沿途的山坡丘地、稻田、茶园郁郁葱
葱中，一派生机盎然。

社坪村曾是市级扶贫开发重点村，距县城20公
里，总人口492户1778人。2017年，在市、县、乡大力
扶持下社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楮坪乡通过指导村
党支部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带领党员群众发
扬革命传统，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该乡从环
境整治入手，党员带头自拆违建，村民纷纷响应，仅用
了1个月就拆除临设10多处600多平方米。同时，在
市文旅局的帮助下，旅游公厕、文化广场纷纷落地。

在环境综合整治基础上，社坪村积极招商引资
发展乡村经济，引进钩藤、覆盆子特色农业产业，解决
村里的劳动力出路，还通过盘活集体资源，把全村的
集体山地重新规划，鼓励群众开荒，种植了1000多亩
优质白茶，增加了集体和群众的收入。 □ 陶秀凤

柘荣楮坪社坪：

环境整治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夏斌）“七一”前夕，霞浦县
沙江镇党委书记卢建生又一次来到坝头
村，检查落实自己领办的基层党建重点项
目“党建示范点”的建设情况。“这是镇党
委领办的‘建设 5 维基层党建组织生活功
能基地’的内容之一，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但还需要补充和完善。”卢建生介绍说。
沙江镇领办的这个基层党建项目是霞浦
县今年实行县乡村三级书记领办的122个
基层党建重点项目之一。

今年，霞浦县为破解基层党建重点、
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聚焦“抓热点、创亮
点”，实现“党建与业务两手抓、两手硬、两
促进”，在走访调研、征求意见、集体研讨
等基础上，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
作，根据2020年市、县组织工作要点，创新
基层党建工作机制，率先在全市实行县乡

村三级书记领办基层党建重点项目。
“全县三级书记领办的 122 个项目任

务中，县处级领导和乡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领办项目 29 个，乡村振兴指导员、驻
村第一书记领办项目 93 个。”霞浦县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项目既涉及
街道体制改革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等重
大任务，也包括乡村驿站和服务阵地建设
等方面，将形成项目分头领、人人挑担子
的抓基层党建格局，推动基层党建“整乡
推进、整县提升”。

实行过程中，县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建
立“领办任务”项目库，加强业务指导，要
求各责任单位制定好“施工图”“日程表”，
实现年初建账、年中查账、年底交账的全
过程管控模式，通过“月报、季比、年评”方
式，每月督导暗访，分门别类建立问题、责

任、成绩清单，年底评选出“金质”“银质”
“铜质”和“不定等次”党建领办项目。

由县委书记领办的“全面深化街道管
理体制改革”项目任务，牵头单位县委组
织部，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宣传部等部
门相互配合，在松港街道东昇社区先行先
试“县、街道、社区三级‘智慧网格化+’平
台建设”，对原有的网格化系统全面升级，
将网格内的空巢老人、残疾居民、低保家
庭、流动人口等各类数据，进行可视化平
台建设，把人员定位落实到网格，落实到
小区、楼栋。创新“分色治理工作法”，根
据事件的重要性、紧急性，将群众从手机
微端反馈的问题，划分为“红橙黄蓝”四个
类别，形成缓急有序的工作模式。

“社区智慧网格化系统管理，能第一
时间从手机上了解到各网格的情况，由相

应网格人员根据事件的紧急重要程度进
行相应处理，集中了更多的人员力量处理
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东昇社区党支部
书记、总网格长陈培仙说。

溪南镇在落实县处级领导领办的
“海上功能网格化党群活动服务中心”项
目任务中，依托渔排管理房，实行“一格
一组，一事一策，力量下沉”服务机制，采
用“1+1+N”(即 1 个临时党支部+1 调解小
组+N 个网格员)的模式，由海区临时党支
部牵头、民警挂职联系网格、支部党员任
网格长、党员养殖户任网格员，实现海区
全覆盖、值守全天候。通过打造服务中
心，有效推进并全面完成清退难度大的
一号禁养区内 44233 口渔排、20361 亩藻
类养殖，促进了该镇及周边乡镇重点海
域升级改造。

霞浦：

基层党建出新招 三级书记领项目

古韵悠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廉村，连日来，总会看到一群年轻人忙
碌的身影，他们是福安一家拥有亿级粉
丝群短视频新媒体 IP 孵化企业的创业
者。今年 3 月以来，伍喵视频依托福安
溪潭 AAA 景区廉村的古韵风貌和优美
生态，投资百万元建设“王者峡谷”拍摄
基地，用于拍摄电子竞技类游戏短视
频。

新媒体短视频创业团队为何选择古
村落，而不是选择产业高度集群的互联
网创业园，伍喵视频内容创意总监说出
了缘由，他说：“当时有多个基地供备选，
廉村是以廉文化为底蕴的古村落，因廉
村自有的景观加持，另外其地势平坦好
开发以及交通便利，最终敲定在廉村落
点。没有选择产业集群的地方作为拍摄

基地，是基于我们的作品是面向全国受
众群体，独树一帜才能凸显特色，适合才
是最重要的。”

选择廉村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地党委、
政府的帮扶支持。“福安市委、市政府营造
了良好互联网创业环境，而且政府对我们
关注度较高，在选定基地后给予我们支持
和建议，如免费提供 600 平方米的办公场
所，这对于创业起步阶段十分重要。”伍喵
视频商务总监陈茜说。

目前，拍摄项目以真人电竞、山村三
农为主，相关作品取得良好效果，如拥有
近千万粉丝的“侠客阿坤”，目前已经与长

安汽车、北京汽车智达、网大电影等有过
合作，同时还参与《夜局》《铁血战士》等电
影的宣传；又如“酸菜鱼小马哥”也与京
东、天猫、长安汽车、拼多多、蒙牛、华为等
有过合作。

千年古村开启短视频创业时代，也为
廉村的乡村旅游带来新气象，如今，来游
玩的除了传统观光游客外，还有电竞爱好
者来打卡。同时，拍摄基地也为村民带来
就业和增收。

伍喵视频创始人兼总导演王金平
说：“希望我们基地落户廉村是个很好
的开始，在品牌知名度的打造上能共融

共生、相互促进。5G 时代的到来也意味
着读秒时代的到来，要抓住风口，除了
自身的执着、努力、刻苦外，更重要是作
品的魅力。在福安廉村创业，相比大城
市激烈竞争而言，创作成本会低很多，
而且能给我们更多思考空间，希望未来
有更多的本土人才参与到我们事业中
来。”

据了解，伍喵视频还计划启动新的赛
道，届时实现多个赛道同跑，让廉村的短
视频产业再上台阶，成为群众脱贫增收的
新兴产业。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福安廉村：千年古村开启短视频创业

本报讯（李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省年产值
超千亿元的民营企业福建青拓集团却实现逆势增
长。近日，笔者从青拓集团获悉，今年1月至5月实
现产值 468.86 亿元，同比增长 12.1%；用电量 21.14
亿度，同比增长6.8%。

2008年以来，青拓集团在福安市湾坞半岛冶金新
材料产业园建设的系列项目，总投资超200亿元，现已
形成年产镍铁180万吨、不锈钢粗钢470万吨、不锈钢
热轧钢卷380万吨、不锈钢冷轧板带220万吨、不锈钢
棒材50万吨、不锈钢无缝管材20万吨、不锈钢高速线
材90万吨、不锈钢型材40万吨的生产能力，成为全球
最大、最具竞争力的科技领先全产业链不锈钢跨国企
业集团。

今年疫情期间，青拓集团得益于全产业链优势，
迅速复工复产达产。去年，集团在职员工14323人，
春节期间留厂工人 7781 人、返乡人员 6542 人。目
前，工人已全部返厂，复工率达 100%。这样的复工
复产速度，既离不开集团充足的订单，也离不开“早
部署、精准防、快应对、稳生产”的有效防控措施。

逆势增长，离不开科技助力。青拓集团在国内
率先采用的RKEF镍合金生产工艺以及全球独创并
获得国家专利的“RKEF与AOD炉双联法”不锈钢冶
炼工艺，与传统的不锈钢冶炼工艺相比，吨镍铁水能
耗减少约30%，吨钢能耗减少约50%，创造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环保效应。2015年，青拓集团投资7000
多万元建立了青拓冶金新材料研究院，并引进业内
顶尖研究人员，专业从事不锈钢工艺改进、新产品开
发及应用。该研究院多项科研成果打破了国外长期
垄断，目前拥有自主核心专利203项。

前5月产值468.86亿元
青拓集团实现逆势增长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市交通运
输局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落实行业督导责任，压实道路运输
企业主体责任，将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
落实，保障行业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
进。

一是全面恢复城市公交、出租、班
线客运。全市公交线路恢复 100%运
营；全市恢复省际班线 37 条、市际班
线 57 条、县际班线 83 条、县内班线
127条；出租汽车恢复运营1700辆；客
运车辆恢复运营2108辆、货车恢复运
营 8015 辆。二是积极开展“点对点”
运输活动。制定专门运送方案，助力
推动辖区重点企业复工复产，2 月 10
日至4月10日累计派出省、市际“点对
点”包车143趟次、运送3125人。三是
全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建立重点物
资运输高效联动机制，落实绿色通道
政策，免收通行费用。同时，需求单位
可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一趟不用
跑”办理相关手续。道路交通管控期
间共办理各类应急物资通行证 269
张，运输物资约7090吨。四是适当减
免出租汽车承包金。目前，中心城区
7 家出租汽车企业已响应国家政策，
决定适当减免出租车承包金。1月24
日至2月26日的出租汽车承包金减免
三分之二；2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的出
租汽车承包金减免二分之一；4 月的
出租汽车承包金减免五分之一。据统
计，中心城区 7 家出租汽车企业已承
担减免费用约857万元。

市交通局:

多措并举保障复工复产

▲6 月 29 日下午 15 时，随着三沙湾 103
号灯浮的抛设安装完毕，三都澳港区深水航
道一期航标修复保养工程圆满完成。此次工
程由宁德航标管理站组织实施，包括33座灯
浮的起吊、抛设、器材安装、灯浮定位、效能检
查等。 曾繁屏 摄

▶近日，省环保重点项目——福安市垃
圾焚烧发电厂主体建设完工，并投入生产试
运行。该发电厂位于福安市赛岐镇廉首村，
占 地 面 积 102.95 亩 ，项 目 建 设 总 投 资
34893.28万元。生产试运行后，计划日处理
生活垃圾600吨，年发电量约9020万千瓦时。

郭杨贞 兰文馨 摄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是第 30 个全国节能宣传
周，寿宁县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主题，上街
头、进企业开展系列节能宣传活动。 吴苏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