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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5日，县委书记许用贵先后来
到坂东代表团、下祝代表团、白中代表团讨论现
场，看望慰问参加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人
大代表，并参加讨论。

会上，人大代表们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
策，就我县公交线路科学性、农村公交补助、农
村路灯照明、农村教育、农村养老、农田水利建
设等方面提出意见与建议。

许用贵一边记下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一
边不时与代表们沟通交流。他表示，人大代表
就要多发挥监督作用，多提意见和建议，为闽清
发展多出良策，多解决疑难杂症。闽清要想发
展，干部就要敢于担当，特别是乡镇干部要切实
发挥作用。过去没钱没机会，现在赶上了好时
候，要懂得抓机遇，大胆突破，赢得先机。他说，
闽清具有千年辉煌历史，更具有坚韧不拔的梅
花精神，历史文化和梅花精神我们都不能丢，要
把它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以更加饱满的激
情和崭新的精神面貌，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力
量，推动闽清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吴俊青）
又讯 1月 15日下午，县委书记许用贵来到

县政协委员第一讨论组参加讨论，并看望慰问
参加县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

会上，许用贵向各位委员在各条战线上为
闽清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就委
员们提出的我县残疾人无障碍养老、旅游资源
规范整合等问题与各位委员展开讨论，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许用贵指出，各位委员越来越讲
真话，献策越来越精准，建言越来聚焦民生短
板、痛点难点，氛围越来越浓，监督越来越有效，
这说明大家敢协商、有渠道、有效果。希望各位

委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充分提升政协委
员履职能力，继续为闽清发展献计献策，努力推
动我县2018年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吴俊青）
又讯 1月 16日下午，县委书记许用贵先

后来到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梅溪、梅城代表
团讨论点，看望代表，并同代表一道共商梅溪、
梅城发展大计。在梅溪镇代表团讨论点座谈
时，许用贵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该镇各项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梅溪镇在新的一年里，继
续努力，砥砺奋进，力争各项工作在全县走前
头，作表率。在梅城镇代表团讨论点座谈时，许
用贵希望代表们对该镇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和
建议，同时，要求镇两委干部要居安思危，进一
步提振精气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沉入基
层，扑下身子，把一项一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
效。 （本报记者 黄剑成）

又讯 1月16日，县委书记许用贵到白樟代
表团、池园代表团看望人大代表并参与讨论。

讨论会上，许用贵说，过去一年，县人大工
作富有成效，县人大工作报告体现了人民代表
之魂。县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
展人大工作，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和全县发展大局，统筹
安排人大监督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决策部
署。人大代表说出人民之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开展人大工作，展现民本情怀，坚持察民意、
听民声、解民忧、知民苦，坚持密切联系代表群
众，广泛收集代表群众意愿呼声，转化为代表建
议意见，转化为县委、县政府决策依据，最终转
化为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人大工作很好的体
现了监督作用，展现县人大常委会的担当精

神。县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合视察，监督事
项一件一件得到落实，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吴广钟）
又讯 1月 15日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陈

忠霖来到县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六讨论组看
望委员，并同委员们一道共同商讨我县农业发
展大计。听取了县政协委员——西城食品、双
棱木业、雄江金银花等企业负责人发言后，陈忠
霖作了讲话，他首先感谢农业口政协委员为我
县农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并希望各委员继续
建言献策，共同推动全县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 （本报记者 黄剑成）

又讯 1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忠霖前
往省璜代表团、白樟代表团，看望了出席大会的
人大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凝心聚
力，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履行
好代表职责，确保大会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在省璜代表团，陈忠霖认真听取了与会代
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及意见建议，认真
做好记录，并不时与代表交流意见。讨论中，陈
忠霖表示，作为省璜代表团的一员，他十分关注
省璜各项事业的发展，希望与会代表们认真行
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好，结合当地实际和自
身工作，讨论好、审议好政府工作等各项报告，
为建设好家乡建言献策。在白樟代表团，陈忠
霖与代表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谈及当地陶瓷
行业状况时，陈忠霖鼓励企业家代表要有信心，
也要有倒逼转型升级的紧迫感，县委县政府会
一如既往地支持陶瓷企业的发展，继续实施各
项扶持政策，让陶瓷企业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 （王广兰）

许用贵和陈忠霖看望代表与委员并参加分组讨论

本报讯 1月17日下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久兴主持召
开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
坚、林从娇、叶林生、林以銮以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
议。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宣传部部长赵勇，副县
长陈婉霞，县法院院长李曦，以及县检察院领导、各乡镇人大
主席等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确认郭有旭
的闽清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会议还进行
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黄敬章同志的县监察局局长职
务；任命刘平升、黄敬章等两位同志为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许思辉、陈碧芳、陈帆、毛维怡等四位同志为县监察委员
会委员。 （本报记者 吴俊青）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1 月 17 日上午，县“两会”闭幕
后，县政府立即召开201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动员全县上下，盯紧目标，压实责任，提振精气
神，苦干实干，努力完成县“两会”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为开创新时代闽清建设新局面作出
更大贡献。县长陈忠霖主持会议并讲话。

就如何抓好新一年的开局工作，陈忠霖
强调三点意见：一要明确任务，不折不扣抓好
落实。要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央、省、
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县“两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要抓好《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分解，制定“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早启动、早推开、早落实，
确保全年工作起好步、开好局；要抓好全年经
济指标的全面完成，强化指标意识，瞄准主攻
方向，用好用足政策；要抓好“抓项目促发展”
专项行动的组织开展，迅速掀起抓项目、促发
展的热潮；要抓好年初岁末各项工作，确保社
会安定稳定。二要改进作风，提振干事创业精

气神。认真落实八项规定有关精神及省、市、
县部署实施意见，要驰而不息纠“四风”，大力
推进“一线工作法”，提高工作标准，强化责任、
任务、攻坚、效率等意识，敢于担当负责，大力
倡导团结协作精神，做到廉洁自律、干净做
事。三要增强本领，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在抓发展促落实中，要提升学习知识的能力、
改革创新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群众工作
的能力和狠抓落实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各
项工作的提质增效。

陈忠霖希望，全县领导干部在新的一年
里，拿出奋斗的精神、拼博的姿态，进一步牢记
使命、胸怀担当，再燃激情、乘势而上，为加快
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闽
清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县政府领导江泳、林志斌、杨大兴、张凯、
张文裕、邱吉忠、高理銮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王广兰）

县政府召开201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1月12日下午，我县组织收听收
看全省、全市第一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
故视频会议，并召开我县安全生产（第一季度
防范重特大事故）会议。县领导陈忠霖、林志
斌出席会议。

在全县安全生产会议上，县长陈忠霖强
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安
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做好岁末年初的安全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
在红线执行上实行一票否决，要以一万分的努
力去防范一分的风险；责任落实要一抓到底，

必须落实党政同责的监管责任、部门的直接监
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在安全检查上要做
到一刻不松，各乡镇各部门按照条块结合、分
期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对安全生产检查做到
全域覆盖，突出重点并揪住问题不放，确保监
督整改到位；要在责任追究上一查到底，县安
监办要对各单位各部门安全生产自查进行督
查，对监管不力的单位追究问责。全县上下要
积蓄力量，形成合力，对安全生产检查做到早
部署，早安排，为2018年闽清的安全生产保驾
护航。 （本报记者 王广兰）

收看省、市第一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
安全事故视频会并召开我县安全生产会议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2(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2018001；宗地面积：1.9194公顷；宗地

座落：闽清县白中镇白金工业区；出让年限：50年；容
积率：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3；建筑系数(%)：
大于或等于50；绿化率(%)：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
等于 20；土地用途：工业（仓储用地）；保证金：144 万
元；约定土地条件：现状净地；起始价：340万元；加价
幅度：0.10 万元；挂牌开始时间：2018 年 02 月 11 日 08
时00分；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02月28日16时00分；
备注：

宗地编号：2018002；宗地面积：2.9969公顷；宗地
座落：白中镇白金工业区；出让年限：50年；容积率：大
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3；建筑系数(%)：大于或等

于40；绿化率(%)：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20；
土地用途：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强度：1782万
元/公顷；保证金：225万元；约定土地条件：现状净地；
起始价：540万元 ；加价幅度：0.10万元；挂牌开始时
间：2018年02月11日08时00分；挂牌截止时间：2018
年02月28日16时00分；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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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02月11日至2018年02
月26日到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县国土局四楼地
产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02月11日至2018年02月

26日到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县国土局四楼地产
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8年02月26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年02月26日16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闽清县梅城
镇台山路108号县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进行。各地块
挂牌时间均为：2018年02月11日08时00分至2018年
02月28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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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县国土局

四楼地产中心 联系人：张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
帐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01月18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8]001号

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

宗地编号：2018003；宗地面积：8.1608 公顷；
宗地座落：云龙乡后垅村；出让年限：50 年；容积
率：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2；建筑系数(%)：
大于或等于40；绿化率(%)：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
于或等于20；建筑限高：小于或等于30；土地用途：
工业（金属制品业）；投资强度：1706万元/公顷；保
证金：612万元；约定土地条件：现状净地；起始价：
1200万元；加价幅度：1万元的整数倍；挂牌开始时
间：2018年02月08日08时00分；挂牌截止时间：
2018年02月26日16时00分；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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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02月07日至
2018 年 02 月 23 日到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 108 号
县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02 月 07 日至 2018 年

02月23日到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县国土局
四楼地产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02月23日16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02月23日17时00分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闽清县
梅城镇台山路 108 号县国土局四楼地产中心进
行。挂牌时间：

1.2018003号地块：2018年02月08日08时00
分至2018年02月26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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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路108号县国土

局四楼地产中心
联系人：张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开户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
帐号：13185101040000146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01月18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梅土告字[2018]002号

本报讯 1月16日下午，县政协主席毛行青主持召开县政协十三届五次常
委会议。县政协副主席陈峰、华秀敏、黄道立、谢养书等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组召集人关于15日和16日小组委员讨论情况的汇报；委员们
一致同意第十三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一致赞同政府工作
报告和其他报告；会议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闽清县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草案）》，通过现场表决，在会委员全票通过《决议（草案）》。

毛行青在会上指出，各位委员围绕如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闽清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会后，
县政协将对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进行分门别类、汇总整理，之后提交到县委县政
府，切实为闽清经济社会发展献策献力。他希望各位委员继续当好表率，树立形
象，切实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
代表作用，牢记职责、恪尽职守，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履行好政协职能。

（本报记者 吴俊青）

县政协十三届五次常委会议召开

本报讯 1月18日，县长陈忠霖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前往云龙、上莲调研华润闽清大
湖仙风电项目和三峡新能源闽清上莲风电项
目建设，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
题，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郑晓春参加了调研活动。

陈忠霖一行沿着云龙通往大湖仙的山
路，一路蜿蜒盘旋而上。山上云雾缭绕，山风
强劲，铲车机、运输车正在作业运输。陈忠霖
一行现场察看了华润闽清大湖仙风电场项目
建设情况。该项目位于梅溪镇、云龙乡和三
溪乡东部一带的山脊上，项目建设规模为30
兆瓦，建设内容包括15台风力发电机组和一
座 35kV 开关站，预计年发电 7000 多万千瓦
时，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项目进展情况良
好，目前已进场改造及场内道路路基清表、修
建施工约15公里。

随后，陈忠霖一行来到上莲乡，听取三峡

风电项目建设情况工作汇报，深入了解了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现场进行协调解
决。三峡新能源闽清上莲风电项目位于上莲
乡福里、林中、街中等村，与尤溪交界。项目
规划装机容量 48 兆瓦，预计年上网电量为
9000多万千瓦时。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积极展
开，征地红线已划好，征地工作已经开始，勘
探、监理、施工单位均已进场。

调研中，陈忠霖指出，风电项目建在高山
地区，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在规划建设
中要统筹考虑乡村旅游开发，打造景观带。
要适当提高道路建设标准，道路两旁该护坡
的要做好护坡，要修好排水沟，确保排水畅
通。要做到边施工边护绿，因地制宜种植花
草树木，既美化景观又保护生态环境。相关
部门和乡镇要积极跟进，协调配合，提供优质
服务，确保良好的施工环境，共同推动项目加
快建设，早日建成投产。 （本报记者 邱祥伟）

陈忠霖调研风电项目建设

（上接第1版）公园内还设有装配式管理用房、
书吧、休闲驿站、娱乐健身广场、生态花阶、主
题花海等各类景观和配套设施。目前公园已
完成总工程量的95%，预计今年春节前可正式
开园。

尤猛军对闽清县大力度、大气魄推进生
态公园建设给予肯定。他指出，建设生态公
园是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补齐民生短板，满足

群众公共休闲需求的重大民生项目。要集中
力量加快项目扫尾攻坚，强化协作配合，确保
公园早建成、早投用。要始终坚持生态核心
理念，在建设中做到保护自然与防洪排涝并
重，打造万物和谐、环境友好的生态公园。要
坚持惠民、便民、利民原则，加快完善公园基
础配套设施，实现生态福利全民共享。

（福州日报记者 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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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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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市政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停电范围

玉壶金属制品厂、乾上4#、乾上2#、乾上砖厂、车乾4#、乾上5#、三友针纺织品、自来水厂、红星电站、前埔1#、前埔镘
场、尊尚旅行用品厂、前埔晓烨采石场、洪安1#、洪安2#、洪安3#、洪安4#、樟梅电站、下洋3#、坂东水厂（下洋）、金峰
电站、库区小区、仁溪1#、仁溪2#、矿泉水厂、旗峰1#、旗峰水泥制品厂、通力建材厂、旗峰砖厂、旗峰2#、溪峰1#、溪
峰2#、楼下3#、溪西3#、坜埔1#、坜埔2#、坜埔园区、精裕电子厂、溪西1#、溪西2#、湖头2#、湖头3#、湖头4#、湖头
1#、湖头6#、坂东中心幼儿园变、车乾6#变、金陶厂、虹桥树脂厂、窑具厂、金诺工贸、溪西陶瓷厂
泉兴硅厂
前庄瑞雪高岭土加工厂、小园1#、小园2#、小园3#、小园4#、联发厂、顺兴陶瓷原料公司、横坑1#、横坑2#变
东桥卫生院、北洋村1#、北洋村3#、过洋村2#、过洋村6#、竹岭村1#、竹岭村2#、南坑村1#、东南粮食加工厂、村后村
2#、高港村1#、下宅一级电站、下宅村1#、万国表城（专）、江贤忠专变
下祝4#、下祝9#、过山洋2#变
前洋1#、前洋2#变
新桥村2#、新桥村1#、黄土岭村2#、溪沙村1#、村后村1#、黄土岭村1#、南坑村3#、新联丰养殖场、溪沙村3#、黄土岭
村3#、溪沙村4#变、食用园专用变、溪沙村2#、后山林场、双溪口电站专用变、港后水电站专用变、东桥许安水力发电
站专用变、拱桥坑水电站专用变、新港水力发电站专用变 、南坑村2#变、南坑电站、山珍食用菌（专）
白洋3#、白洋1#、白洋5#变
"富兴瓷业釉具厂、白洋2#变、富旺硅厂、白樟特种窑具厂
游泳馆施工变、新城路灯1#、新城路灯2#、里寨1#、里寨4#、关山变、新城一中专变、扶山村、建兴2#、建兴3#、南泉
村、南泉村2#变、廷洋电站、廷洋村、塔峰村、桥东村
后岭1#、后岭2#、洋尾1#、洋头1#、下祝1#、下祝6#、梧洋1#、翁山现代农业（专）、罗山1#、罗山2#变、喜强机砖厂
坂尾电站、茶口1#、茶口3#、茶口4#、茶口5#、茶口6#、茶口7#、茶口8#、茶口9#、茶坂小区、坂尾1#、坂尾2#、坂尾
3#、坂尾4#、上汾1#、上汾2#、上汾3#、上汾4#、万佳箱配厂、佳裕公司、塔庄中心卫生院、闽清县茶粉粉干厂、宇翔通
信、茶口电站、绿嘉公司、粉干厂、塔庄1#、塔庄2#、塔庄3#、塔庄4#、塔庄5#、塔庄6#、塔庄7#、塔庄8#、塔庄9#、塔
庄10#、塔庄镇政府、茶口2#、坂尾5#、梅寮1#、梅寮2#、梅寮3#、梅寮4#、梅寮5#、梅寮6#、福建省闽清绿零农业专
业合作社、饭洋、炉溪1#、炉溪2#、炉溪3#、炉溪鳗厂、甲洋、南乾1#、南乾2#变、炉溪二级电站、炉溪电站、南乾电站
白云1#变
溪口粮库、溪口保障房、油库湾、商贸街4#箱变406开关出线用户
贵坑变
金玉陶瓷、绿德新能源公司、福建省闽清县锦上添花艺术建材有限公司、金明珠陶瓷公司、日日升厂、闽清欧美陶瓷有
限公司、腾龙陶瓷、丰业厂

本报讯 1月11日，上海闽清商会在上海
闵行区深海鱼港酒店成功召开第二届会员代
表大会，近200名会员参会，会议选举产生第
二届理事会领导班子，上海星禧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孙洪连任第二届上海闽清商会
会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郑晓春，县民政局、
贸促会、招商办、企联会的相关领导出席大会。

随后举行的庆典大会共有300多人参加，
省政府驻沪办副主任吴翔、市政府驻沪办副主
任傅骏雄、上海福建商会执行会长王惠宁、上

海闵行区工商联代表及福建省各市县商会秘
书长等出席大会。

郑晓春在庆典大会上为新当选的商会领
导班子成员授牌，并作了讲话。他强调，上海
闽清商会自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可喜
成绩，希望新一届理事会能继续当好闽清品牌
的“代言人”、闽清企业的“娘家人”、闽清发展
的“牵线人”、闽清振兴的“开路人”、闽清企业
的“守信人”，为上海、闽清两地经济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县工商联）

上海闽清商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