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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2日上午，福州市警备
区司令员孙根生深入梅溪镇和坂东镇，
对我县人武部新营区建设和基层武装
部、民兵营连部进行检查。县领导陈忠
霖、张光增、张文裕陪同检查。

孙根生一行首先来到梅溪镇，实地
查看了人武部新营区二期工程进展及一
期工程整改情况。要求施工单位要列出
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按照整改意见做
好一期的整改工作，并要整改到位；二期
要强化领导，按计划施工，注重细节，严
把质量关，确保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随后，孙根生一行前往坂东镇，检查
了镇村武装部办公场所、民兵营连部、民
兵物资器材库规范化建设情况，听取了
镇村负责人关于当地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工作的情况汇报。孙根生在检查中指
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要继续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要强化军事训练提升民
兵素质，充分发挥好民兵在应急处突、抢
险救灾、防火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不
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升武装部规范化
水平。 （本报记者 王广兰）

孙根生莅梅检查人武部工作

本报讯 6 月 13 日下午，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余颖凌主持召开县委中心组学
习会。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乡
镇、县直各单位主要领导以及县业余讲
师团成员等参加会议。

会议特邀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朝枝作了题
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专题讲座。讲座中，朱朝枝教
授详细解读了十九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

的描述，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
景、基本内涵，并就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出了八点建议。讲座紧扣中央精
神，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理论性和针对
性都很强，对我县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具有很强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会上，余颖凌还部署了关于“迎七一
大宣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活动月宣讲工作。 （本报记者 吴俊青）

县委理论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本报讯 6月13日，市老体协副主席
林厚新到我县调研老年人体育工作开展
情况，县长陈忠霖、副县长陈婉霞，县老
体协主席许建平等陪同调研。

林厚新一行到池园镇福斗村察看了
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随后又到白中镇
黄石村察看了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老
年人门球场等。林厚新对这里完善的设

施感到很满意。在听取了县里老年人体
育工作的汇报后，林厚新充分肯定了我
县的老年人体育工作，指出闽清县委、县
政府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人均经费足、基
础设施比较完善，活动开展正常，并且取
得比较好的成绩，他希望我县老年人体
育工作开展的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张永豪）

市老体协领导来梅调研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县商务局获
悉，我县近日出台了多项措施扶持企业
发展。

据了解，在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多层
次资本市场规范运作和发展壮大方面，
我县在省市奖励政策基础上制定了县级
奖励政策。在福建证监局完成报备并进
入辅导期的企业，给予奖励50万元；向中
国证监会上报上市申请材料并取得受理

函的企业，给予奖励 50 万元；对异地“买
壳”或“借壳”实现上市的企业，将注册地
迁回闽清县并承诺 10 年内不迁离的，一
次性给予奖励 100 万元。对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挂牌交易的工业企
业，未享受省市资金补助的，股改的奖励
5万元，未股改的奖励3万元，首次到位融
资额予以一次性奖补 5‰，最高不超 100
万元。 （欧阳进权）

我县出台多项措施扶持企业发展
“借壳”上市企业可获百万元奖励

本报讯 6月 11日，县委书记许用贵
带领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池园镇闽清
力鑫电器公司调研企业建设与进展情况。

闽清力鑫电器公司是一家回归型企
业，目前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许用贵
就企业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仔细
询问并召集有关部门现场协调与解决，并

就如何加快工作进度要求有关部门要全力
以赴，以最快的速度服务企业，为企业着
想，让企业能够尽快投产，产生效益。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从娇、池园镇
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动。

（本报记者 吴广钟）

抓项目促发展
县领导赴池园镇调研项目落地情况

本报讯 6月11日下午，县委书记许用贵赴白
樟镇樟山村调研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同日上午，樟
山村完成了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许用贵对樟山村换届工作有序进行表示肯定
并勉励新当选的村支书与村委主任候选人要用一
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村民服务。他强
调，村组织换届选举牵涉面广，新当选的村干部与

公务人员一样，同样受国家监察法的约束，属于监
察对象。村干部不能干优亲厚友的事，同样要遵守
中央的八项规定，不能搞微腐败。农村是个大舞
台，要利用好村级公共资源，发挥好山、水、林、田、
房等农村优势资源，在盘活农村资源上下功夫，把
乡民带动起来发展致富。

许用贵还就村级委员会的选举工作要求有关

部门要按照有关程序在完成党组织换届后能快则
快，尽快完成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以便新一届
村干部能尽快投入到全县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去。

县委组织部、白樟镇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
动。

（本报记者 吴广钟）

许用贵调研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 6 月 12 日，为了强化安全
发展观念，提升安全生产文化建设水平
和应急处置能力，契合闽清县“安全生产
月”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氛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交
警大队 、县交通运输局、县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县民政局、人保财险闽清支公
司及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分公司联合开展闽清县直升机应急医
疗救援演练活动。副县长陈婉霞出席演
练观摩活动。

此次演练主要内容为现场应急救
援、伤员从救护车上下载、平车转送、接
驳直升机起降。演练现场各单位反应迅
捷，流程顺畅，组织严密。通过对陆空救
援无缝对接的演练，向群众展现了闽清
县应对突发事件的救援实力。

（人保闽清支公司）

我县开展直升机医疗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我县开展直升机医疗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本报讯 6 月 12 日，CCTV-7《乡村
大世界》之《家乡》栏目主会场拍摄在闽清
三溪乡上洋村进行。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毕鑫铭、付玉
龙、路也参加节日录制，录制过程达 6 个
小时，央视新闻、新浪新闻、腾讯新闻、央
视网、中国网、新浪微博、今日头条、7 频
道、东方头条、北京时间等多家媒体全程
同步网络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带领观众
探索了泥鳅粉干、池园烤豆腐、八珍全番
鸭、草籽头猪脚、上排糟菜汤、省璜香糟鸭
等闽清特色美食。闽清乡贤为闽清的橄
榄、粉干、山茶油等特色产品代言。闽清
本土演员和应邀前来的达人们表演了精
彩节目，有歌舞、小品、武术、绝技表演

等。让全国观众感受了闽清“陶瓷文化”、
“橄榄文化”、闽清风俗等，让大家品读闽
清，感受闽清。

当天应邀请参加拍摄的嘉宾有世福
总会名誉会长、马来西亚华侨、拿督张仕
国，原闽清县委书记张守祥、吴依殿，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黄道权、前乒乓
球世界冠军陈子荷、省体工队女子武术散
打队主教练杨大乐、世界武术散打冠军林
慧敏、世界环球功夫赛冠军毛燕敏、归侨
刘兴顺等。

11 日，节目组在北溪大桥拍摄了闽
清线面挑战横跨闽江的活动；13 日在池
园镇拍摄传统结婚民俗活动；之后赴马来
西亚对闽清华侨采访拍摄。 （综合）

央视七套《乡村大世界》
之《家乡》栏目走进闽清

本报讯 6月8日，在上海东方
肝胆外科医院，中科院院士吴孟超
与县总医院签订了《院士工作站建
站协议书》，同时还签订了《“肝癌
早期筛查、诊断与康复健康管理”
技术合作协议书》。上海东方肝胆
外科医院政委李国强，县长陈忠霖
和县科协、县卫计系统党委、县总
医院等单位有关领导出席签约仪
式。

2017年，双方就已合作建立了
“闽清县医院吴孟超院士工作联络
站”。依托该站的人才资源和技术
力量，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训、
学科建设、新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联合承担肝
癌防控诊疗方面的科研工作，开展
肝癌早期筛查、监测、诊疗、康复、
健康管理等工作，并建立了闽清县
总医院——福建孟超肝胆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互联
互通远程会诊平台，进行远程指
导、会诊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合作。

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为了进
一步创新发展，吴老同意在县总医

院建立“院士工作站”。 在签订
《院士工作站协议》的同时，县总
医院还与吴孟超院士签订了

《“肝癌早期筛查、诊断与康复健
康管理”技术合作协议》。两份
协议签订后，县总医院将开展早
期肿瘤筛查工作，充分利用县域
医疗服务共同体的管理运行新
机制，全面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此为
基础建设县域医共体肿瘤筛查
中心，开展乙肝病毒、甲胎蛋白、
B超对肝癌的筛查与监测工作，
提高高危人群定期检测的依从
性，同时规范诊疗、提高疗效从
而降低肝癌的死亡率,对于肝癌
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院士工作站的建立和技术
协议的签订，将为我县医疗卫生
事业，特别是肝脏外科的诊疗事
业搭建了很好的发展平台，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造福于我县广
大肝病患者，这是众望所归的民
心工程，也是我县卫生事业发展
中的重要项目。 （县总医院）

县总医院与吴孟超院士正式签订院士工作站协议

本报讯 根据县委组织部的统一
部署，梅城镇走前头作表率，于 6 月 7
日-6 月 9 日组织全镇 2 个村、10 个社
区召开党组织换届选举大会，全面完
成村居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共选出
新一届村（居）党（总）支部书记12名，
委员55名。

梅城镇精心谋划部署，实行领导
包责，严格规范程序，前期准备充分、
关口把关严实、支部班子结构得到优
化，整体推进平稳有序，实现村级党组
织换届一次性成功率100%，圆满完成

支部换届选举工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组织保障和队伍保证。12名
村（居）党支部书记中，留任8人，新进
4人。与上一届村党组织班子相比，新
一届村党组织班子年龄、学历等结构
得到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城关村实现
了班子梯次配备目标。选出的55名村
（居）党组织委员平均年龄45周岁，女
性37人，占67%，实现村两委中至少一
名女性目标；高中及以上学历43人，占
78%，其中大专及以上18人，占32%。

（梅城镇）

梅城镇率先全面完成
村级党组织换届

本报讯 池园镇纪委立足工作
实际，以“三个突出”为主抓手，切
实履行监督执纪职责，推动各环节
工作依规依法有序开展，确保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不走样、见实效。目
前，全镇20个村居已全部顺利完成
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一是突出宣传教育引导。先
后组织召开两场党员干部学习会、
一场换届纪律培训会，向 220 名党
员干部宣传换届工作纪律，自觉做
到严守防线、不越雷池。二是突出

严查违纪行为。切实发挥监督作
用，强化追责问效，坚决打击拉票
贿选、恶意中伤、弄虚作假等违纪
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工
作氛围。三是突出村财审计监
督。强化对村居主干任期和离任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监督，对审计
中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及时查办、督
促整改，确保新一届村级班子候选
人对上届班子的财务状况心中有
数，为换届后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奠
定基础。 （梅邑清风）

池园镇纪委“三个突出”
确保村级换届选举不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