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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梅溪新城开发建设有力有效推进，今
年1至9月，已完成投资约8.65亿元，占年度计划总
投资 14.5 亿元（含商住项目投资 10.65 亿元）的
59.65%，完成了道路路网、防洪河道等基础设施以
及学校、医院、游泳馆、科技馆等公共配套项目。

2019年，梅溪新城开发建设继续按照县委、县
政府“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现城样”的工
作目标，坚定不移的开展项目建设工作，继续完善
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服务，加快推进新城商住项目
建设。据悉，今年，梅溪新城建设项目共 16 项，其
中续建项目 6项，新建项目 10项。截止目前，已竣
工 4 项，已开工 8 项。其中，梅溪新城三期景观工
程：已竣工验收；梅溪新城二期道路路网工程：已竣

工验收；梅溪新城支路三道路工程：已竣工验收；闽
清县科技馆建设项目：已竣工验收；铂玥府商住项
目：完成工程总量的80%，计划年底大部封顶；锦江
海悦商住项目：完成结构工程 70%的工程量，计划
年底完成 5 栋楼封顶；府前广场景观工程：完成工
程量 20%，计划 12 月基本完成广场铺砖及绿化种
植工作；府前广场停车场工程：主体工程施工中，完
成地下室土方开挖 70%，边坡施工完成 10%；计划
12月完工；总部经济大楼：完成土石方开挖 50%工
程量，计划年底完成大部土石方工程；科技馆展教
项目：已进场施工，正在进行喷漆、钢架搭建等工
作，计划 12 月完工；城市规划展示馆：已全部完成
装饰工程，正在进行布展制作安装，完成总工程量

90%，计划10月底完工；移动通讯大楼：孔桩浇筑和
塔吊基础施工已完成；锚杆桩完成量 50%，土方开
挖完成 50%，边坡支护完成 50%；计划 12 月完成
2-5层主体施工及屋面结构封顶；公安业务技术用
房：已完成地下室土石方开挖工程，计划年底完成
地下室施工；法院审判大楼：完成场地土石方平整
开挖施工，桩基完成40%。（因施工组织设计工序调
整安排，完成地下室桩基施工后进行地下室土石方
开挖及挡墙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地下室施工；梅溪
派出所业务用房：完成土地征收批复、施工图设计
并送图审；计划第四季度动工建设；启德行酒店项
目：总平方案已通过，9月底桩基进场工作；计划年
底主体工程开始施工。 （本报记者）

梅溪新城开发建设有力推进

本报讯 近日，为了更好地服务县域经
济发展，学习先进经验，县委常委、副县长
郑浩带领县土地储备中心相关人员一行赴
连江县土地发展中心学习考察。

会上，县土地储备中心与连江县土地
发展中心就土地收购储备开发模式做了详
细阐述。随后，双方座谈人员重点围绕征
地报批前期工作、储备土地监管等工作程

序和做法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交流。
通过学习考察，双方互相交流学习了

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经验，开阔了视野，取长
补短，对两县进一步提升土地储备管理工
作水平，完善土地储备管理政策起到重要
的作用。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领导带队赴连江县土地发展中心学习考察

本报讯 10月16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
陈忠霖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县离退休老干
部代表、“两代表一委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上，县领导逐一征求离退休老干部代表、
“两代表一委员”代表对县委常委班子成员在理
论学习、思想政治、担当作为、为民服务、清正廉
洁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各位老干部
和“两代表一委员”围绕目前县里重点工作、重
点任务，献计献策、畅所欲言，从项目选择、项目
建设、交通疏导、古厝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好
的意见，并对县委常委会开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提出宝贵建议。

在认真听取并记录大家的意见建议后，陈
忠霖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各位离退休老干部、

“两代表一委员”敢于讲真话、提意见表示感谢，
他指出，各位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从闽清发
展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实际，谈问题、说意见、提
建议，为县委县政府项目决策、工作开展广开进
言之路，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对于这些
意见建议，会后县委办将会进行认真梳理、分门
别类，针对问题把县里的想法、做法及时反馈给

大家。同时，他希望各位老干部、“两代表一委
员”继续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工作，继续为闽清
各项建设提出宝贵意见，不遗余力、发挥余热，
为闽清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 （记者 吴俊青）

又讯 10 月 16 日，县委常委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县委
副书记林志斌主持座谈会。

会上，参会人员逐一就县委常委班子及成
员在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清正廉洁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并对
县委常委会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提出意见和建议。

林志斌代表县委常委会对大家提出的建议
与意见表示感谢。他指出，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对县委常委班子及成员在理论学习、思
想政治、担当作为、为民服务、清正廉洁及紧跟
省会城市排头兵意识不够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和差距，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切实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认真
做好检视问题，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打下坚实
的基础。 （记者 张永豪）

县委常委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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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7日下午至10月18
日上午，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郑传
芳一行莅临我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工作。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吴深生，市委第十巡回指导
组组长黄新秋，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忠
霖等参加了调研活动。

17日下午座谈会由县委副书记、县
长陈忠霖主持，座谈会上，陈忠霖代表
闽清县委汇报了闽清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郑传芳组长充分肯定我县主题教
育开展情况，他指出，闽清县对主题教
育高度重视，前期先行融入准备工作做
得很好；贯彻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要
求很得力；学习教育抓得很实，能按照
中央要求抓好具体工作，“2328”载体结
合闽清实际有特色，在工作推进上高标
准见实效。

他强调，要细化主题教育工作流程
图，按周制定主题教育计划安排表，把
必读书目、调研交流、民主生活会、上党

课等内容列进去，并做好 6份清单的归
集整理。要聚焦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
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攻坚克难，加以
整改解决，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效，坚决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的目标。要把主题教育和推动
发展相结合，与激励全体党员干部的主
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增强党员
干部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为闽清发展
去奋斗的精神干劲。要确保各项工作
平稳进行，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
务，以主题教育的扎实成效推动闽清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吴深生部长充分肯定了闽清主题
教育取得的实效，同时要求，要突出抓
好学习研讨，让新思想入耳入脑入心，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指导好基层党支
部，特别要抓好流动和在家年迈党员的
学习教育，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要
持续强化提升农村党员志愿服务行动，
让农村党员在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

热情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力量，探索出闽
清经验来。要在工作中体现作风转变，
在如何融入呼应“省会排头兵”意识不

够强方面，聚焦县委、县政府“三大一
强”战略，认真查摆是否存在的“不大、
不强、不优、不实”的问题，凝心聚力，形

成共识，持续推动闽清各项工作在全市
争先进位。

当晚，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一行前
往塔庄镇坪街村，察看了解了冬畴寨等
古厝的历史与保护开发情况；步行环村
栈道，了解该村通过“六清”整治让乡村
面貌大改变的情况；了解该村用好古厝
和生态农业等资源成功举办福州市第
二届农民丰收节，进一步推动乡村游等
产业实现乡村振兴的做法和成效。

18日上午，指导组一行分组开展实
地走访调研。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郑传芳
一行到福建省传统村落后垅村，察看了
古民居典利厝，了解闽清县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保护古建筑、古文物的思想，完
善古厝保护措施，加强合理利用情况，
了解了这个传统村落如何做到传承文
化与发展产业合理结合，让古村散发出
新的魅力，成为了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的
情况。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成员黄予等

实地走访县公安局党委和县供电系统
党委。在公安局，指导组了解了县公安
局党委开展主题教育与日常工作两手
抓，加强做好扫黑除恶等工作的情况。
在供电公司，指导组调研了该公司通过
开展主题教育提高供电质量与服务质
量，加大闽清供电基础设施投入优化电
力设施布局保障民生与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等情况。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成员陈如东
等到梅城镇调研主题教育活动进展情
况及特色亮点工作，在县美术馆参观我
县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书画展；在台山社区了解社区为民
办实事工作成果和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了解梅城镇主题教育融入带动各项工
作的具体做法。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成员陈世忠
一行到福建雄江黄楮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闽清县总医院党委开展实
地调研，了解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并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两个单位开展的主题
教育工作有深度、有特色，工作细致扎
实。

18日下午，我县迅速召开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学习传达省委第一巡回指导
组莅梅调研主题教育工作精神，并部署
下一阶段主题教育工作重点。
（记者 邱祥伟 王广兰 吴广钟 黄金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莅梅调研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 10月18日，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在县委四层会议室召开。县四套班子领导
出席会议，县直各相关部门、各乡镇党委书
记、县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巡回指导组
组长参加会议。

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忠霖在会上强调，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把主题教育向纵深推
进。他指出，当前主题教育已进入到关键
期、攻坚期，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接续奋斗，
全面发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二要深刻
检视问题，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全
县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检
视问题，从严整改落实，沉下去了解民情、
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

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推动中央
和省委、市委、县委部署要求落实落地。三
要激发干事精神气，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
赶超。开展主题教育，必须坚持两手抓、两
促进，防止“两张皮”，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把主题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工作
热情和奋斗精神，转化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落
实赶超的实际行动。

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汤国勤传达
学习了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第一巡回指导组莅梅调研主题教育工作
精神，并就我县下一步主题教育工作进行
了研究部署。 （记者 吴俊青）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 10月18日下午，县委副书记、县
长陈忠霖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省会排头兵意识”专题学习
研讨会，市委第 10 巡回指导组组长黄新秋莅
会指导。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忠霖与各县委
常委逐一发言，聚焦县委、县政府“三大一强”
战略，结合自身分管工作，从“理论学习、联系
群众、担当尽责、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深
入挖掘“省会排头兵意识不够强”方面存在的
差距，认真查摆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
今后努力方向与改进措施。

市委第 10 巡回指导组组长黄新秋指出，

各常委同志发言能紧扣主题，并立足闽清实
际，交流研讨认真，查摆问题深刻。下一步，
要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继续坚持四个贯穿始
终，尽快形成调研成果，上好专题党课；将检
视问题与调查研究、谈心谈话结合，持续抓
好、抓实、抓全面。要抓好党支部主题教育工
作，用好应知应会手册，开好对照党章党规找
差距专题会议，为 11 月份的专题组织生活会
打下坚实基础。

陈忠霖作总结讲话并强调了四点意见，
一要进一步强化理论学习，提升争当“排头
兵”本领。各位常委同志要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常学常新中牢记初心使命，在学思践悟中强
化争先意识，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二要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夯实争当“排头
兵”基础。要带头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开展走
访调研、现场办公，努力做到从群众的角度出
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切实提升服务群
众水平。三要进一步主动担当作为，奋力实
现“排头兵”目标。要以争当排头兵为目标，
对标先进，自我加压，努力为高质量发展落实
赶超多做贡献。四要进一步全面从严治党，
营造争当“排头兵”良好政治生态。

（记者 吴俊青）

县委常委召开“省会排头兵意识”专题研讨会

本报讯 10月 18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陈
忠霖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省会排头兵意识”专题学习研
讨会。县政府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县“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参加
会议。

会上，围绕“省会排头兵意识”这一主题，
县政府党组成员高理銮、张韬、赵建平等分别

做交流发言，深入挖掘“省会排头兵意识不
足”方面存在的问题，查摆自身原因，进行深
刻反思，并提出改进措施。

陈忠霖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强调，各
位县政府党组成员要强化示范引领，把自己
摆进去。思想认识要高度统一，行动步调要
高度一致。要大力弘扬“马真”优良作风和

“梅花”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把每一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要强化问题
导向，把硬招用起来。要奔着问题去、带着问
题学、聚焦问题查、对照问题改。要强化纪律
作风，把实效干出来。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职责，坚持以上率下，率先垂范，持之以
恒加强作风建设，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
氛围，为闽清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记者 吴俊青）

县政府党组召开“省会排头兵意识”专题学习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