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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秘密的范围和密级
第九条 下列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
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
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
（一）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

项；
（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

秘密事项；
（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

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

事项；
（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
（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

犯罪中的秘密事项；
（七）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的其它秘密事项。

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前款规定
的，属于国家秘密。

第十条 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
机密、秘密三级。

绝密级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
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
别严重的损害；机密级国家秘密是重
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
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级国家秘
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
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第十一条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
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分
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它中

央有关机关规定。
军事方面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

体范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

定，应当在有关范围内公布，并根据情
况变化及时调整。

第十二条 机关、单位负责人及其指
定的人员为定密责任人，负责本机关、
本单位的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
工作。

机关、单位确定、变更和解除本机
关、本单位的国家秘密，应当由承办人
提出具体意见，经定密责任人审核批
准。 （未完待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

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有关规定，决定从2019年11月1
日起，规范云龙乡主干道交通秩序管理，
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云龙乡海云路全路段禁止停车。
二、308省道潭口桥路口至西城食品

厂门口禁止停车。
三、上述路段停车的违法行为，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福建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第68条第2项规定，罚款150元、记3分。

特此通告。

闽清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10月15日

关于规范云龙乡主干道
交通秩序管理的通告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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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湄洋电站
无

金松电站、山锦电瓷、农博士公司、康瑞达（福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闽清县
丰豚畜牧有限公司、礼恩电缆、福建博昂实业有限公司、光辉4#、沃头1#、沃
头2#、沃头3#、粮库、沃头电站

金松电站、山锦电瓷、农博士公司、康瑞达（福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闽清县
丰豚畜牧有限公司、光辉4#、沃头1#、沃头2#、沃头3#、粮库、沃头电站
福发纸厂、京福高速有限公司（过垅尾隧道）、富顺陶瓷、梅港硅厂、大恒窑具
厂、建丰硅厂、通用包装厂、樟山8#
梅港硅厂、大恒窑具厂、建丰硅厂、通用包装厂、樟山8#
梅港硅厂、大恒窑具厂、建丰硅厂、通用包装厂、樟山8#
榕院、橄榄厂、梅溪中路箱变、金坪里2#、池贤峰
梅溪中路箱变
礁垅电站、前光3#、新宅砖厂、三溪溪源水泥制品厂、溪源4#、利鑫工艺厂、溪
源2#、溪源1#、溪源3#、溪柄1#、溪柄电站、龙潭坂电站、新丰1#、林洞2#、
福猪公司、林洞3#、宏发双坑电站、林洞1#、新型环保墙体建材厂、林洞电站、
三溪6#、中铁十七局、前坪1#、前光2#、葫芦门水库变、鼓舞3#、宝溪1#、鼓
舞2#、洋溪电站、洋汸1#、上洋2#、上洋1#、白岩山庄、山墩1#、溪源电站
三溪6#、中铁十七局、前坪1#、前光2#、葫芦门水库变、鼓舞3#、宝溪1#、鼓
舞2#、洋溪电站、洋汸1#、上洋2#、上洋1#、白岩山庄、山墩1#、溪源电站
礁垅电站、前光3#、新宅砖厂、三溪溪源水泥制品厂、溪源4#、利鑫工艺厂、溪
源2#、溪源1#、溪源3#、溪柄1#、溪柄电站、龙潭坂电站、新丰1#、林洞2#、
福猪公司、林洞3#、宏发双坑电站、林洞1#、新型环保墙体建材厂、林洞电站
无
车乾6#、溪西2#、坂东中心幼儿园、湖头6#、湖头1#、湖头4#、湖头2#、湖头
3#
无
无

电信无线通信局214站、白云林场、凤凰湖、县广电局发射台、省广播电视厅
108微波站

本报讯 9月26日下午，下祝乡“宇旺杯”篮球联赛在下祝中学
篮球场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参赛的4支队伍分别来自乡机关代表
队、下祝中学代表队、下祝中心小学代表队以及杉村学校代表队，各
支队伍在赛场上充分发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参赛运
动员们默契配合，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为观众们送上了一场场
热血澎湃、精彩绝伦的的赛事。经过5天9场激烈角逐，最终乡机关
代表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凝聚
力，更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干部群众良好的精神面貌和优秀素质。

下祝乡举办“宇旺杯”篮球联赛活动

本报讯 10月10日上午，塔庄镇召开第四季度“村干部论坛”
活动，各村主干参加会议。

此次活动以“加强班子建设，加快村庄发展”为主题，首先由刘
峰松同志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讲
授了专题党课，让各村支部书记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开展主题教育
的重要性，并要求各村要以此次专题党课为学习契机，把集中学习
和自学结合起来，把政治学习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学
懂、弄通、做实，深化主题教育内涵，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
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脚踏实地
的实干精神传递正能量。

随后，通过各村主干发言，深入剖析本村的班子建设及村庄发
展的规划，各包村领导指出所包村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推进村级干
部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颜智胜）

塔庄举办“村干部论坛”共谋乡村振兴大计

本报讯 10月8日，闽清县红十字会相关领导前往省璜镇、金
沙镇走访慰问3户贫困老人，为他们送上慰问金。

据了解，近年来，县红十字会坚持在重阳节等敬老爱老传统节
日里开展慰问走访贫困孤寡老人活动。

慰问走访贫困孤寡老人是红十字会参与养老服务的一种形式，
更是红十字会发挥自身特色全力助推精准扶贫，当好党和政府在人
道救助领域助手的重要举措。 （县红十字会）

县红十字会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因福建神龙井养生旅游度假项
目项目建设需要，需修改闽清县白
中 镇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2006-2020 年），根据《土地管理
法》第二十六条和《国土资源听证规
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闽清
县 白中镇政府拟举行闽清县白中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改听证会（听证会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欢迎符合下列要求
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听
证会。申请参加听证会的请持单位
介绍信（公民个人持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及参加听证会申请书，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 17：30 前向我镇
提出申请。闽清县白中镇将根据拟
听证事项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申请情况，指定听证会代表。

申请参加本次听证会须知：一、

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登记地在闽
清县白中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或推选代表参加。二、法人、
其他组织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应当
在参加听证会申请中确定拟作为听
证会代表的人员，并写明其他职务
及联系方式，同时附身份证复印
件。三、听证会代表应熟悉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有关情况。四、听证会代表一
旦被指定，应当亲自参加听证。五、
听证会代表必须客观反映实际情
况，不能捏造和歪曲事实，不能隐瞒
事实真相。六、申请参加听证会联
系电话：22578001 。

特此公告。
闽清县白中镇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1 日

关于召开闽清县白中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修改听证会的公告

本报讯 县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节日市场安全大检查。一是
结合食品抽样检验和快速检测，重点检查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检
查食品经营单位389家次、摊点536个次，抽检食品217批次，责令
整改8家次，立案2起。二是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活动，共检
查62家特种设备重点使用单位，下发安全监察指令书15份，依法
立案查处4起。三是落实24小时干部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国庆
期间共受理投诉举报9起，涉及争议金额0.254万元，目前正在进
一步处理中。 （市场监管局）

县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节日市场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为贯彻省、市“三清一改”工
作部署，将全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作，
今年以来闽清县深入开展“六清”专项行动
（即清清楚、摆清楚、扫清楚、搭清楚、围清
楚、拆清楚）。截至目前，全县 271 个行政
村共清理房前屋后陈年垃圾、废弃物品等
各类垃圾 3998 吨，拆除乱搭盖 4029 处，清
理整顿道路 1312 条 598 多公里，清理沟渠
河道1997处，整治公共场所612处……“庭
院美、村庄美、道路美、河岸美、田园美、山
川美”的“六美乡村”正成为闽清村居“标
配”。

据介绍，为切实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
作出实效，闽清县创新探索“3456”模式，以
此为抓手全面推动“六清”专项行动。

坚持“三个带动”。通过示范带动，在
金沙、塔庄、白樟等乡镇召开6场由县四套
班子所有成员都参加的现场会、推进会、部

署会，并在全县 16 个乡镇发动各村搞竞
赛，互相促进，持续扩大治理成果；通过宣
传发动，进学校课堂、进村入户等多种形式
宣传，并借助县级媒体跟进监督，反映整治
行动动态和成效；通过体制推动，形成“县
级主导、乡镇主抓、村居主战”的农村人居
环境大整治工作格局，县委主要领导挂帅，
四套班子领导包乡镇，县乡干部以下沉一
线，并充分发挥村庄“关键少数”的先锋模
范作用，实行村两委包片、党员包户网格化
管理，带动人人动手参与村庄环境整治。

实施“四大工程”，全力补齐农村发展
短板。实施乡村道路畅通工程，推动横五、
联一线等37条域内重大交通项目，创建省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实施田园风光重
塑工程，大力推进“清洁土壤”工程，拆除

“大棚房”违规用地16.71亩，将田间地头围
清楚、搭清楚，引导群众篱笆圈围、自觉规
整，有序堆放；实施万里生态水利系工程，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最美河道专
项行动，全面落实“河长制”，确保“水清、岸
绿、河畅”，打造“一江五溪”滨江岸线最美
景观带；实施生态宜居环境提升工程，全面
推动“一革命五行动两整治”，完成14个乡
镇镇区颜值提升，整治裸房2万多栋、建设
193个美丽乡村和幸福家园示范村103个，
实现村庄生活垃圾、乡镇污水处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县域全覆盖。

用好“五项措施”。坚持建管并举，稳
妥“拆”、规范“建”、长效“管”；坚持环卫一
体，通过PPP工程外包购买服务方式，按照

“六无”“五净”标准对村庄进行清扫保洁；
坚持村民自治，探索建立“村民事村民议、
村民事村民定、村民事村民办”村庄自治模
式，实现污水治理、垃圾清运、厕所改造、绿
化美化、乡风引导“五个到位”；坚持治查并
行，对全县所有村庄开展“一月一评”，重点
督查各村“六清”行动动态及成效；坚持评

晒结合，开展最美家风、十星文明户、党员
户等丰富多样的乡村星级评比亮牌活动，
建立“星级评价”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并开
展“一季一晒”，营造争做典型示范的良好
氛围。

实现“六个转变”。整治工作由一般性
工作向全年中心工作转变；工作方式上由
大包大揽向分工负责转变；整治主体上由
少数干部示范带动向全民动员参与转变；
作标准上由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工作推
进由按部就班向强力攻坚转变；整治重点
由沿线一重转向农村纵深发展。

下阶段，闽清县将以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带头开展“六清”为契机，全面发动群
众，不断完善整治后的长效管理机制，推动
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福州日报记者 林瑞琪）

闽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行“3456”新模式

“六清”见实效“六美”成标配

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印记历史文化街
区里的城墘路上，一位老人20多年如一
日义务清扫着一条路，从小道扫到大马
路，从土路扫到水泥路。老人的义举受
到街坊邻居们的交口称赞。他就是今年
86 岁的刘子先老人，梅城社区党支部的
一位老党员。

在镇里干部和居委会同志带领下，记
者见到了刘子先老人，老人看上去十分
瘦弱，平凡且普通。老人 1971 年 5 月入
党，是已经有着近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
自从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清扫从巷
口到真源堂门口的这段路，风雨无阻。
虽然路不长，但20多年的坚守，却折射出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本色。以前，

这段路路况较差，脏乱现象突出。
为了保持路面干净，刘子先老人

有时一天要扫好上几回。他
说：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
一名共产党员。能够发
挥一点余力，为大家服
务，让大家出行更舒心
一些，我就很乐意！

居委会干部告诉记
者，老人是一名老游击
队员。1948年，17岁的刘
子先受到进步思想的影

响，成为了闽永游击队的一
名通讯员，跟随共产党积极参

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正式成
为一名游击队员。在一次剿匪行动

中老人腿部中弹受伤，脚上至今还留下
一个伤口，见证着那段革命烽火岁月和
老人为解放事业敢于斗争的精神。刘子
先老人后来在粮食部门工作，他一样兢
兢业业，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
奉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老人
还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

前一段时间，刘子先老人脚上患病走
路困难，已经不能再清扫道路了，但老人
说：他很放心了，现在文化街区改造的十
分漂亮，大家也讲文明不乱扔垃圾，街道
干净整洁，他也可以放心的下岗了！

虽然不需要老人清扫道路了，但这位
老党员的初心和本色已经深深地印在老
百姓的心里。

（记者 邱祥伟 王广兰）

刘子先：20多年义扫道路

家住梅城印记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党
员吴贤灼，看着面貌焕然一新的街区，再
想想街区刚刚启动建设之时的情景，他
会心地笑了：原有街区蜘蛛网般的线路
没有了，路面宽敞平整，沿街房屋旧貌换
新颜，许多邻街商铺也开起来了，街坊群
众在享受着街区改造带来的好处，大家
也由改造之初的抵触到现在的理解支
持。

2017 年，梅城印记历史文化街区建
设之初，吴贤灼也与许多群众一样抱着
怀疑的态度，认为街区改造难度太大，是
很难搞成的。但在县里镇里干部以及居
委会同志上门宣传发动，说明改造的目
的意图之后，他看到党委政府的决心和
为民办实事的诚意，他马上表示支持。
看到街区建设项目部没有办公场所，给

规划设计、工作协调带来诸多不便
时，他主动将自家的住房一二层腾

出来给项目部使用，解决了项目
部的窘境。因为自家房屋太
高，可能与改造后的街区不
协调，为了配合街区改造，
他还是忍痛将自已亲手盖
起来的房屋拆降两层半。
当时周边许多居民不理解
他的做法，甚至嘲笑他，他
都坚持道：自己牺牲一点利
益，只要能为党和政府分一

点忧，为社会为大家带来好
处，就是值得。他不仅自己率先

垂范，还宣传发动亲人朋友一起支
持，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居民支

持改造工作。
吴贤灼 1946 年出生，1964 年入伍当

兵，197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老党
员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了担当和本色。他
先后在村里、工厂、卫生院等工作过，不
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能干一行爱一行，勤
勤恳恳工作，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退
休后，他还经常看书，十分关心国家大
事。他手上还拿着居委会党支部带给他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为了参加“学习强国”学
习，他把原来的老人手机升级成了智能
手机，还叫老伴一起研究使用学习。他
说：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社会
安定稳定，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感
到由衷地高兴自豪。

（记者 邱祥伟 王广兰）

吴贤灼：率先垂范敢担当

一条文化街里的两位老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