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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10月18日，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全县
建筑业企业家座谈会，通报今年1-9月全县建筑业
企业发展情况，探讨推动我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县领导许用贵、江泳、张文裕出席会议。

至目前，我县共有建筑业企业 192 家，其中总
承包企业 128 家（特级 1 家、一级 19 家、二级 52 家、
三级 56家），专业承包企业 23家，劳务分包企业 41
家。今年 1-9 月共完成建筑业产值 447.5 亿元，同
比增长17.1%,完成序时进度，在全市各区县排名第
一，在全省八个建筑之乡中排名第一，完成税收入
库 4.2 亿元。1-9 月份，我县共引进或新成立建筑
企业 41 家，其中，建筑施工企业 23 家（其中一级总
承包3家、二级总承包9家、三级总承包9家、专业承
包2家），建筑服务企业18家。

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我县今年以来建筑业发
展情况通报、建筑业发展鼓励扶持政策解读后，与
会建筑业企业家纷纷发言，就如何推动全县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很好建议。

县委书记许用贵在讲话中指出，闽清县委、县
政府对建筑业发展历来很重视、很厚爱，也很支持，
今年我们进一步修订出台了鼓励扶持建筑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并对企业提出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
希望全县建筑企业以发展新型建造为突破，大力推
进装配式建筑，逐步形成以优势企业为核心，产业
链完善的产业集群，努力推动我县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许用贵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积极为建筑企业
做好服务，为建筑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序的市场环
境，努力推动我县建筑业再创新业绩，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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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7 日，县委书记、河长许
用贵带领县住建、水利、环保等单位负责人前
往金沙、白中、坂东等乡镇巡查“河长制”工作
开展情况，副县长张凯随同参加巡查活动。

在金沙小园河段，许用贵实地察看了河
道的管护情况，了解水质监测点位情况。看
到该河道的沿岸居民有随意丢弃和焚烧垃圾
的现象，他立即责令此河段河长及相关部门
要加强管理，切实履行好河长职责，对这种破
坏环境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并限期整改到
位。在白金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许用贵要
求按照此前调研纪要，抓督查，抓落实；要加

快污水管网的建设，尽早实现园区工业污水
及周边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真正发挥
白金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的作用。随后，许
用贵一行察看了闽江防洪工程闽清县梅溪坂
东镇段整治工程，要求要严控河道红线，抓紧
施工，妥善劝退百姓占用河道种植并清理沿
岸的农作物；防洪工程要与环境整治、美丽乡
村建设相结合，提升民用功能，优化环境，努
力营造良好水环境、水生态，切实将河道管理
好，造福百姓。

（本报记者 王广兰）

许用贵巡查梅溪流域“河长制”工作
本报讯 10月16日，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县委书记许用贵走

访慰问了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及孤寡老人，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深
切关怀及美好祝福。

许用贵先后来到离退休县处级老干部黄立庚、殴孝钟、张金泰家
中，关切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并为
其送上慰问金，感谢他们为闽清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许用贵还
向老干部汇报了我县近期正在实施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
阶段的发展规划，希望老干部们继续发挥余热，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多提宝贵意见，同时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祝愿健康长寿。

随后，许用贵来到84岁高龄的孤寡老人汪宝玉家中，与老人促膝
长谈，关心询问了老人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叮嘱镇村干部一定要
悉心照料老人，对老人生活上的困难要及时解决，确保老人安度晚
年。 （本报记者 王广兰）

又讯 10月16日上午，副县长陈婉霞带领县老干局、老龄办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走访慰问了部分县处级退休老干部和家庭困难老人，
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的美好祝福。

陈婉霞一行首先走访慰问了县处级退休老干部郑振连、刘大康，
亲切地与老干部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并祝福他们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随后慰问了困难老人刘子先，陈婉霞详细询问
了老人一家的生活和收入状况，嘱咐随行负责人要切实帮助老人解
决实际困难，并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的老年生活。

（本报记者 吴俊青）

开展重阳节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10月15日，县委常委张薇主持召开了礼乐文化周暨陈
旸诞辰 950周年系列活动工作协调会。副县长陈婉霞、县政协副主
席华秀敏出席会议。

协调会上，张薇强调，10 月底举办的礼乐文化周系列活动是宣
传我县礼乐文化的一个工作重点，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要有把这项工
作当做自己的事来做的使命感；相关部门要尽快完善各项活动方案，
各部门要明确各自职责分工，根据任务，进行梳理分配，要把细化的
任务落实到人；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通力协作，把握细节，把每项工
作都落到实处；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并及时反馈工作进
度，做到一天一汇报，确保规范、高效、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

会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勤暖汇报了陈旸诞辰 950周年之歌
舞晚会、主题灯展、工农业产品和旅游摄影展、一镇一品主题推广工
作进度；县文联主席马昭峰汇报了纪念陈旸诞辰 950周年之精品书
画笔会和展览活动工作进度；县社科联主席王慧光汇报了论道梅溪·
礼乐之都——纪念陈旸诞辰950周年之礼乐文化论坛工作进度。与
会乡镇和县直部门负责人提出了本乡镇本部门所负责的事项存在的
困难，并在现场进行工作协调，进一步明确职责。

（本报记者 王广兰）

协调解决礼乐文化周
系列活动相关工作

“大家辛苦点，加大对全镇各河道的清
理和巡查，好让乡亲们看到溪里美景。”日
前，在闽清县池园镇池园村溪边小亭里，池
园镇河长黄建恒召集河道专管员开会布置
卫生工作。每年中秋节到次年春节，旅居各
地的闽清人会陆续回到家乡走亲访友。

“小时候我父亲在池园镇工作，我在这
里生活过几年，那时候每条溪的水清澈见
底，是小伙伴们的天然游泳池。”黄建恒对记
者说，自从 2017 年 3 月他担任池园镇河长
后，镇内 15条河道、65.2公里的河滩便成了
他追逐儿时记忆的乐园。

“乡镇河长有一周一检查制度。”黄建恒
打开手机河长巡查软件说，他每周对河道两
岸排污口、河道垃圾、侵占岸线、水质情况等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便溯源查找相应责任
人，及时整改恢复。

“镇属单位的党员干部相对好沟通，但
镇里的工业企业和养殖散户们排放污水就
让人头疼了。”黄建恒扶了扶眼镜说。

池园镇是工业重镇，河水污染的重要原
因是工业废水、养猪场排放。有一次，黄建
恒在隔兜村巡河时发现了一股又黄又臭的

工业废水，徒步巡查了好几个小时，就是找
不到源头。后来请县环保局、县公安局、镇
村干部协同排查，终于发现了隐藏在旧房子
里的非法电镀厂，原来废水是通过房间的暗
管排放出来，他们立即将电镀厂关停。

池园镇有 45 家养猪场，这些养猪场大
多不规范且证照不齐全，黄建恒通过不断摸
排、走访，正面游说他们关闭不规范养猪场，
同时通过执法部门配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
里就取缔了43家养猪场，仅留下了2家证照
齐全的养猪场。

说到督查工作，黄建恒掰着手指说：“今
年，我们对生态方面的督查问责是下狠心
了。镇纪委对党员干部生态监管不力的，警
告处分 3 人、约谈 11 人、诫勉谈话 2 人。现
在各村两委的生态保护意识大大增强。”

“绝大多数群众的环保意识提高了，能

自觉维护生态环境，不向河道乱扔东西，但
个别村民的不文明行为不时损害着环境。”
黄建恒说，针对这种不文明行为，他和河道
专管员们采取“家访式”教育，只要发现哪位
村民向河里乱扔垃圾，河道专管员就当场制
止并向其宣传河道保护知识。事后，黄建恒
还会带着河道专管员对乱扔垃圾的村民进
行家访，上门苦口婆心地宣传河道保护。经
过多次的家访教育后，其他村民也不好意思
往河里扔垃圾了。

黄建恒在主要辖区河段设置河长公示
牌及河长制宣传牌 ，详细列明河流的各项

信息和各级河长、河道专管员监督电话，主
动接受公众监督，同时聘请县人大代表作为
河长制监督员，实行河长制人大代表监督员
全覆盖监督。

池园镇还加大了打击非法采砂的执法
力度，完善了三格化粪池新建改造，推动陶
瓷企业实现“煤改气”，从源头上杜绝河道污
染。

2017 年 9 月，池园镇 12 个村 1500 名群
众积极参与《对河长制工作的满意度调查》，
满意率达97.8%。

如今放眼向池园镇的芝溪望去，丽星村
这段最为宽阔的水面很难看到垃圾和漂流
物。岸边郁郁葱葱的古榕树下，村民坐在石
凳上听水聊天，白鹭从溪面上飞掠而过。

“多么希望哪一天，我能像小时候一样
去河里畅快地游泳啊……”黄建恒说。如
今，他离实现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

河长黄建恒有个“游泳”梦
○福州日报记者 欧阳进权

本报讯 10月 17日，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红色领航文明路 老少同
乐共传承”为主题的“我们的节日·重阳”市级主场活动在白中镇
攸太村举行。

活动通过“五老”讲闽清故事、文艺表演、重阳节知识现场问
答、闽清革命史宣传、学生红色书画展等形式为大家展现了精彩
纷呈的内容，展现了闽清老少的活力与精气神。

闽清县精神病防治院、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志愿者为老年人进
行义诊、咨询，志愿者现场义务理发。县委文明办、老龄办、县烟
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专门赴白中镇敬老院慰问看望了居住在这
里的老人们，送上长寿面、毛毯等慰问品。

市县文明办、联办单位相关负责人和“五老”、道德模范代表、
白中镇老年人和师生代表、志愿者等参加了活动。

（本报记者 吴广钟）

“我们的节日·重阳”市级
主场活动在攸太村举行

本报讯 10月 14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理事谢向英一行来闽清开展调研及
捐赠医疗设备活动。县长陈忠霖、副县长陈
婉霞参加活动。

当日上午，谢向英一行首先来到云龙
乡，察看了云龙卫生院的建设情况、健康扶
贫情况以及基金会捐赠的设备安装使用情
况。谢向英叮嘱卫生院负责人要尽快熟练
操作这些先进设备，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
先进设备带来的便利；还要加强宣传，让老
百姓知晓卫生院有这么多先进设备，让他们
在“家门口看病”成为现实。

随后在县医院举行的“区域卫生发展精
准扶贫”捐赠仪式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
金会向闽清县16个乡镇卫生院（含梅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捐赠价值2852.072万元的先
进医疗设备，有美国 GEV3 超声诊断仪、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医疗设备共计167件。陈
忠霖代表闽清县委、县政府接受了中国初级
卫生保健基金会的捐赠，并回赠了锦旗。捐
赠仪式后，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与闽清县基层
医务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交流。据了解，目前
所有捐赠的医疗设备已经到位，并逐步投入
使用。 （本报记者 吴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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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7 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扶贫日、第 26 个“国际消
除贫困日”，当天下午，县委书记许用贵前往坂东镇限头村，看望慰问
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孔锐。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领导，要是没有你们，
我们不可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见到许书记，刘孔锐激动不已，连声
道谢。刘孔锐一家四口，大女儿现已读中专，小儿子才上小学一年
级。因为自己和妻子的身体原因，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自己还要长
期服药，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自从国家实施扶贫政策以来，在镇村干
部的关心和帮扶下，刘孔锐一家生活有了很大起色。全家免费参保，
他本人到附近皮箱厂打工，享受国家大病救助相关政策，妻子安排在
村部做些卫生等杂活，儿女享受每学期一千元的教育帮扶政策等。
今年政府还对其住房进行安全排查，部分进行简易装修，帮其改善住
房条件。

许用贵问及还有没有困难时，刘孔锐表示对现在的生活状况很
满意，现在没有什么困难。看到刘孔锐一家的生活变化，许用贵很是
欣慰，但他还是叮嘱刘孔锐，有困难一定要找党和政府。同时他要求
随行镇干部要继续关心帮扶刘孔锐一家，切实将国家的扶贫政策落
实到底。 （本报记者 王广兰）

县领导看望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

本报讯 为构建良
好的营商环境，更好地为
企业、商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闽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

时推出全程免费代办服务。
在做到“最多跑一次”的同时，将企业

觉得难办的事一次性代办完毕。免费为企
业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企业设立、变

更登记等 40 项登记业务，申请人只需
要提供企业的基本信息，窗口代办员
帮助准备股东会决议、章程等一整
套申请资料，申请人只需签字即可，
有效减少申请人往返时间和等待时
间，把企业办理营业执照的成本降
到最低。

10月19日，窗口代办服务推出的
当天，他们接待前来办事群众 37名，办

结率 100%。此外，他们还将对窗口服务
情况每季度进行回访，提升服务满意率。

图为免费代办点工作人员受理代办业
务。 （黄万春/文 叶玮仪/摄）

有事你说话 全程我代办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通全程代办服务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