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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9 日 上
午，提高师生的反邪教意
识，梅城镇综治办走进城关
小学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活
动采取发放拒绝邪教倡仪
书、垫板、现场讲解等方式
进行。

宣传组工作人员将制
作好的有关反邪教相关知
识的宣传材料送进学校，供
全体师生观看学习，通过现
场讲解，师生进一步了解邪
教的教主崇拜、精神控制、
编造邪说、秘密结社等不法
行为，揭露其反人类、反科
学、反社会的本质特征，进
一步提高师生识别和抵制
邪教的能力，引导他们树立
科学理念，培养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

（政法委、梅城综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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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确保气瓶的安全使用，近日，县
市场监管局加强对氧气、液化气充装站监督检
查力度。

县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全县3家充装站的负
责人，要求气瓶充装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气瓶充
装管理制度，做好充装前后检查及充装记录情
况，实行气瓶数字化管理，确保充装联锁装置有
效，绝不允许出现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充装超期

液化气钢瓶等情况发生，积极推进气瓶充装单
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日前，执法人员对3家氧气、液化气充装站
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检查超期气瓶检验、气瓶充
装、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和安全附件的校验情况，
发现存在压力表、充装秤超期未检、充装前后记
录不完善等问题，下发2份现场监督检查记录，
责令限期改正。 （县市场监管局）

县市场监管局保障“用气”安全

本报讯 4月9日，县残联与福州市鼓楼区
壹叁壹灵医疗器械经营部在下祝乡联合开展残
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活动。拉开了2018 年残
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整村（乡）推进的序幕。实
现直接上门服务，让残疾人“一趟不用跑”，为有
辅具需求的残疾人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经过下祝乡村（居）联络员前期入户摸底调

查，根据残疾人的残疾情况、日常生活状况、不
同需求，统计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需求类型和
数量，活动当日，医疗器械经营部工作人员把所
需辅具直接运往下祝，与残疾人一对一的交流，
为其选配合适的辅助器具，共适配轮椅、助行
器、座便椅、拐杖等辅具17件，残疾人提交相关
材料后即可免费带回家。（政法委、县残联）

县残联开展“辅具入户 暖心适配”活动

本报讯 4月8日下午，在县工商联副主席
候选人郭嘉彧陪同下，重庆闽清商会秘书长严
仕霖一行到塔庄镇炉溪村现场考察炉溪村炉池
自然村的情况。4月9日下午，在充分论证考察
之后，重庆闽清商会与塔庄炉溪村签订了 150
亩土地流转协议，投资建设现代农业项目。

炉溪村坐落于塔庄镇北部，全村总户数340
户，人口1263人。村落四面环山，古树参天，草
木茂盛，放眼望去一片绿色成荫，风景秀丽。一
条小溪将村庄一分为二，村落依山而建，村民依
水而居。炉溪村辖区面积3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1284亩，山地面积5316亩，现已实现全部绿
化，林木郁郁葱葱，山清水秀，有“公鸡石”、“出
酒石”等景点，具有旅游观光的潜力。整个村庄
大部分由传统土木结构居民房建筑组成，村落
中的火墙厝为民居中的代表，建筑面积约为

2000平方米，规模颇大，最鼎盛时有几千人居住
其中，时至今日仍有上百人居住其中。虽然年
代久远，但仍然保存完好，具有防盗、防洪、防
火、防堵、防震等功能。整个古民居，构造精巧，
随处可见的木雕，构思巧妙，工艺精湛，整个建
筑显得气派恢宏。

根据现场考察情况，严仕霖秘书长一行人
计划流转承包炉溪村炉池自然村内一山谷用于
投资建设一个集休闲农业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项目。严仕霖表示将根据现代人生活节
奏“慢”和“轻”的特点，将该山谷打造成一个有
种植、可采摘、能观光的休闲无忧谷；同时，充分
利用炉溪村原有的自然景观，在打造“可览、可
游、可居”的环境景观上下足文章，实现让城市
人来一次带一批的产业效应；在该山谷发展体
验农业与观光农业相结合的基础上，让农村产

业和城市精准对接，打造一个实现一二三产相
结合的产业项目，真正发挥出异地商会助力乡
村振兴的作用。

在签订协议后，县工商联领导表示：该项目
建成后，将一方面改变传统的农业生态结构，优
化农业经济的组合，开拓农业和土地被利用的
新领域，强化乡村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运
行机制，增加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农业附加值；另
一方面将加速塔庄镇传统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
的转变，并且与塔庄镇现有的农业旅游项目形
成良性互补，真正的实现“项目带动产业、产业
带动发展、发展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让招商
引资工作融入县委县政府的“三大一强”核心战
略中去，真正起到振兴乡村经济、优化农业结构
的重要作用，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氛围。

（县工商联）

重庆闽清商会在炉溪村投资建设现代农业项目

本报讯 日前，县专项行动办、前期办联合
相关部门顺利预协调了“抓项目促发展”专项行
动的3个项目前期选址问题。

九鼎源山泉水、攸太小学、金华鼎科技等3
个建设项目为今年的“一抓一促”项目，为了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县专项行动办、前期办召集林
业、国土、环保、水利、规管等部门、有关乡镇、项
目业主、勘测单位人员，对前期选址所涉及的问

题进行预协调。审批部门利用“多规合一”系统
进行项目选址预比对，让业主择优选取；同时，
县专项行动办、前期办等部门为业主分析预判
了下一阶段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
提出解决方案，让业主心中有数；并对这3个项
目下一步如何加快办理审批流程手续提出合理
性意见建议，让项目业主满意而归。

（县专项行动办）

全程服务项目前期 助推“抓促”工作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闽清电商办了解到，
我县一家互联网新锐企业“福州商盟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盟信息”）旗下网站
www.liveMQ.com (闽清生活服务网)上线了。

“商盟信息”负责人介绍说，闽清生活服务
网是一家闽清本地信息服务平台，涵盖房产、招
聘、黄页、商城、新闻及便民等版块，目前已经推
出了电脑版（PC端）、手机版、微信版（移动端）、
微信公众号，将为我县百姓的生活提供便捷的

服务。
记者通过微信端登录网站发现，目前大部

分版块已上线，界面、布局用户体验相对友好，
从会员注册、信息发布等，都符合人们以微信为
主的上网习惯。

“商盟信息”负责人表示，公司从4月中旬
起会在闽清各乡镇进行网站（闽清生活服务网）
线下介绍路演活动，关注转发微信公众号，公司
将会免费派送大量礼品。 （本报记者）

闽清生活服务网上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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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垱1#、鹤垱2#、鹤垱1#、欧尚陶瓷公司、金沙高速路口、林溪电站、巫岭二级电站、
（鹤墩村电站）
高峰变
坂西7#变
前埔晓烨石子厂、洪安1#、洪安2#、洪安3#、洪安4#、前埔鳗场、尊尚旅行用品厂、前
埔1#
豪业陶瓷
池园村1#、池园村2#、池园村3#、池园村4#、池园村5#、池园村6#、池园村7#、池园
村8#、池园村9#、池园村10#、池园村11#、池园村12#、九斗电站、九斗村1#、九斗村
2#、祥发公司、东洋2#、东洋一级电站、东洋二级电站、华义专变、丽星6#、宝新6#、
后演电站、森林湾电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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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年制药、森林公园路灯变
坂西2#变
潘亭洋电站、潘盛电站、东前电站、敬海加工厂、潘亭1#、鸿星魁业、潘亭2#、潘亭5#、
潘亭4#、振江加工厂、潘亭3#、潘亭6#、东洋村1#、叶洋村1#、宝昌陶瓷厂、广安专变
下洋3#、水务公司（下洋）、金峰电站、库区小区
乾上6#变
磊鑫石场、隆兴环保建材公司、建兴5#、建兴1#、建兴路灯、建兴6#、新民1#、新民
3#、新民2#、新民路灯、新民大桥1#、新民大桥2#、新民4#、品胜混凝土
溪西2#变
三溪3#、文定2#、下洋2#、下洋1#、楼下1#、坑头中桥

白樟特种窑具厂、富兴瓷业釉具厂、玉华陶业釉具厂、红叶厂、金城陶瓷厂、吴明城
厂、云渡2#、云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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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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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

配改工程
配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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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扩工程

岭里水库二级电站、岭里水库一级电站、山边电站、万宇工艺厂、下坂电站、上院电
站、建功1#、省璜5#、省璜9#、省璜10#、许昌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陶瓷厂、三新
1#、三新2#、三新3#、三新4#、良寨1#、良寨2#、际峰、玉水、玉水电站、凤池1#、凤池
2#、凤池电站、柴岭1#、柴岭2#、柴岭3#、佳垅1#、佳垅2#、佳垅3#、山边1#、山边
2#、建功2#、建功4#、建功电站、恒详电站、上云变、建功3#、绿嘉农业生态公司、和
平、岭里3#、岭里1#、岭里2#、安顺电站

岭里3#变

太原变

坂西9#变
城门电站、城门1#、城门2#、城门3#、城门4#、城门5#、宝峰1#、宝峰2#、宝峰3#、云
际1#、亿力电站、山中溪一级电站、王宅电站
东前1#、东前2#、东前3#、东前4#、宝山磨粉厂、新百纳、店前1#、店前2#、店前3#、
店前4#、店前5#、小兰电瓷厂、天翔专变、田地1#变、晶华、德鑫塑料制品厂、众兴牧
业、港城专变、建工店前变、建工东前变
龙潭溪电站、洋尾坑电站、仙亭林电站、南坑洋电站、坑尾电站、林中1#、半坑垅电站、
莲埔垅电站、龙潭面电站、街中1#、街中2#、街中3#、街中4#、顶洋1#、顶洋2#、福里
1#、福里2#、福里3#、樟里1#、佳洋电站、佳洋1#、佳洋2#、仙亭下电站、闽龙电站、
卑溪1#、铅锌矿厂、下店水电站、精磊电瓷厂、佳头1#、佳头2#、新村7#、建工顶洋
变、前杰电站、前长电站
前庄2#、前庄5#、白洋电站、白洋1#、白洋2#、白洋3#、白洋5#、富旺硅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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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电站、小园电站、沃柄电站、龙贡电站、溪南电站、恒顺达陶瓷、恒运
耐火厂、前庄1#、小溪电站、前庄3#、前庄4#、方正陶瓷厂
溪坪1#、溪坪2#、溪坪3#、新村1#、新村2#、新村3#、新村4#、新村5#、新村6#、莲
埔1#、莲埔2#、莲埔3#、上莲1#、上莲2#、上寨1#、上寨2#、上寨3#、田溪1#、上丰
1#、下丰1#、石漏1#、石漏2#、克鸿土干厂、开采队、柑桔场、上莲机砖厂、下溪坂鳖
场、建工溪坪变
樟山1#、樟山2#、樟山3#、樟山4#、恒瑞二厂、中菱厂、建松机砖厂
贵坑、贵坑2#变
新丰1#、林洞2#、福猪公司、林洞1#、林洞3#、宏发双坑电站、林洞电站、墙体建材厂
观音隔1、观音隔2、观音隔3#、木器厂

本报讯“您所拨打的用户已被我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10 日下午，闽清法院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闽清分公司、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闽清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闽清县分公司共同签署《执行联
动机制建设合作备忘录》，在全市法院系统率先
对失信被执行人定制“失信彩铃”。

据介绍，按照合作备忘录，三大通信运营商
负责核实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集团网”的失信
被执行人电话号码，对被执行人设置专项彩铃，
进行通信限制，该效力及于被执行人在失信期
间实名制下所有电话号码，非经法院许可，不得
撤销或修改。失信被执行人履行还款义务后，

闽清法院将立即通知运营商撤销失信彩铃。
据了解，此举将有利于加强对失信被执行

人的惩戒力度，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
制，营造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10
日，闽清法院和三大通信运营商发布了首期 15
名受失信彩铃惩戒的被执行人名单。

（卢伶俐 郑雯婷）

县法院在全市率先对失信被执行人实行“彩铃惩戒”

欠款一日不还清 失信彩铃响不停

本报讯 为解决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根据相关精神，2018年，我县在自愿报名
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符合条件的池园镇新星
幼儿园、坂东镇侨乡幼儿园作为我县今年政府
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试点幼儿园。

按规定，县教育局将与试点幼儿园签订政
府购买服务合同，采用定额补助方式，给予他们
每生每月100元标准的补助，每学期按4.5个月
计算。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民办幼儿园

日常运转、设备设施改善提升、教师工资、业务
培训等，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赠、赞助、对
外投资以及清偿债务、投资方分红等，实行“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管理制度，各试点幼儿园
主动接受社会、家长的全面监督。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逐步缩小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与同质公
办幼儿园的收费差距，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的合理布局。 （本报记者）

2018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试点工作敲定
池园镇新星幼儿园、坂东镇侨乡幼儿园入围获补助

可梅村，地处白中镇东北部，海拔75米，距
镇区5公里，村域面积1平方公里，下辖2个自
然村，4个村民小组，共135户440人，其中党员
32 人。2017 年村集体收入 18.14 万元，人均纯
收入15197元。可梅村村子小，人口少，资源缺
乏，村民收入差距较大，除少数人在外经商办企
业，多数村民靠务农和打工为生。

2017 年，因为村班子服务能力较弱，群众

不满意，可梅村被白中镇列为“三治三提升”专
项行动整治对象。为转变现状，可梅村驻村干
部刘毓洵经常走村入户，摸清村情，还多次与村
干部沟通交流，了解可梅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他认识到可梅村地小人
少，资源缺乏，长期以来发展缓
慢，才导致村干部积极性不够，
群众有意见，归根究底“治弱”的

关键还是要发展。
要致富，先修路。可梅村主干道已运行多

年，3米来宽的小路连车辆通行都显得吃力，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毓洵带领村干部向财政、交
通等部门争取“一事一议”重点项目、乡村主干
道建设等相关政策奖补资金，投资350万元修
建“警民连心路”，该项目涉及改造路面 2.5 公
里，宽6.5米，完工后，极大便利了可梅村村民出
行，更有助于带动可梅村经济发展。

为增加村财收入，可梅村投资43万元发展
太阳能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为村
集体带来5万余元的村财收入，真正实现了“输
血”扶贫变“造血”扶贫。

针对可梅村内公共卫生较差、基础设施欠
缺等问题，可梅村筹措资金4万元，在全村范围
内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治理了村内数处存
在几十年的卫生死角，购置了太阳能路灯、凸面
镜、垃圾桶等公共基础设备，并推动梅坂大桥桥
头的绿化美化改造、村文化健身广场、卫生室建
设等项目的开展，为村民提供更加宜居的乡村
环境。

短短一年，可梅村面貌焕然一新，村民满意
了，干部有劲了。现如今，可梅村班子拧成一股
绳，形成一股劲，正凝心聚力推动发展，向着建
设幸福美丽可梅村的目标进发。 （闽清党建）

可梅村开展“三治三提升” 实现村庄大变样

可梅村新貌可梅村新貌

本报讯 4月13日上午，在村里的“谈
心出气会”上，鹤垱村村民林祥贤反映：其
土地面积与确权面积比少了很多。他多次
反映没有结果，很着急。出气会上，听到问
题反映后，包村领导立即联系县、镇经管站
站长和村两委到实地，与他充分沟通，确认
其所属地块具体位置，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耕地面积待第三方工作人员测量后“同增
同减”。林祥贤聚集心上多年的怨气终于
得到缓解。

同日，在上演村“谈心出气会”上，镇司
法所所长也化解了邻里纠纷2起。当日是
金沙镇首次在全镇开展“谈心出气会”活
动。据统计，全镇来访群众 40 多人，受理
27件信访件，收到群众意见、建议68条，出
气会收到良好效果。

2016年，金沙镇云际村开展村支部书
记接待日，取得良好的效果，云际村由原来
上访村转变为到镇、县零上访。2017年，金
沙镇在云际村支部书记接待日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为“谈心出气会”活动，在光辉、

广峰、三太等 6 个村相继开展“谈心出气
会”，通过村干部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将矛
盾化解在基层。2016、2017年金沙镇连续2
年被县评为“三无乡镇”。“谈心出气会”
被县列为综治平安“三会一论”制度中的其
中一会，并在全县推广。为进一步深化平
安建设，推进综治维稳工作，贯彻落实省市
县关于领导干部接访群众活动的要求，金
沙镇今年从 4 月份开始在全镇全面开展

“谈心出气会”活动，由各包村居领导、包村
居工作队、村居两委、综治协管员在各村居
接访群众，主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协
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定于每月13日为
各村居“谈心出气会”活动日。

金沙镇领导表示，通过“谈心出气会”
活动，深刻认识到做好这项工作，是群众的
迫切需要，对于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很有
意义。今后，他们将持之以恒抓好“谈心出
气会”这个活动，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确
保社会安定稳定、和谐发展。

（林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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