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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许可法》、《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
等上级有关规定，遵循“方便市民、阳光操
作”的原则，现将申请《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许可证》的情况通告如下：

一、受理时间：2019年10月21日- 10
月25日（工作时间）

二、受理地点：各乡镇安监站
三、申请条件：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文

件、资料：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

请、审查书；
（2）零售点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随带原件核对）；
（3）工商营业执照或工商预核准手

续；
（4）固定营业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

合同(租赁合同上必须注明用于烟花爆竹
零售经营)；

四、有关事项：
（1）各乡镇零售网点数量应按照我县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规划布点予以控

制。
（2）零售点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

宅”等形式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
筑物内。

（3）报名地点：各乡镇安监站。
五、咨询电话：22357195
特此通告（通告时间：2019年10月16

日至20日）

闽清县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公室
2019年 10月16 日

闽清县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公室关于受理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的通告

随着4G网络覆盖进一步扩大，5G研发试验和商
用进一步的推进，已经实现了农村互联网的迅速普
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手机已经成为
大多数人离不开的社交、支付工具，闽清便民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平台，是首个属于闽清人自己的专业互
联网信息交互平台！

据了解，闽清便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平台，主要
分为同城生活和装修助手两大板块，包含了在线招
聘求职、房产租售、二手交易、同城求助、在线论坛、
装修工人信息查询、建材门店信息查询、装修指南等
丰富的功能。以应用与服务成为惠及民生的创新举
措为中心，推动分享经济领域的拓展！

平台对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有助于
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为闽清人们提供便捷的同
时，也有效的结合传统行业！

百荣国际影院、骊特房产、小米智能家居、德技
优品门窗、陶元帅瓷砖等知名门店陆续加入该平台
提出惠民保价计划，为闽清人们提供实惠的的同时，
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智能审核机制下，规范
信息内容，打造绿色、健康、文明的互联网环境，传播
正能量，传达新动态！致力于打造闽清最具影响力
的互联网信息交互平台。

微信版闽清便民服务中心正式上线

酷暑已远去，严寒还未来。秋天，正
是出游的好时机，不妨前往闽清来一次清
爽的探“堡”之旅！

闽清古厝主题旅游线路推荐：
黄氏古厝之旅：六叶祠——芝田宫

——良衡厝——宏琳厝
古寨堡之旅：品亨寨——冬畴寨——

娘寨
古厝休闲文化之旅：梅城印记特色历

史文化街区——二陈纪念馆——典利厝
——旗杆厝

一、黄氏古厝之旅
1.六叶祠
六叶祠原名为福建省江夏虎丘黄氏

祠堂，是目前福建省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古祠堂，始建于北宋初年，重建于民国时
期，是典型的中原皇宫式祠堂建筑风格。

黄氏祠堂原在闽清七都凤栖山，建于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由虎丘后裔黄彦荣率
族奏请朝廷敕额名为“护国积善院”，为纪
念入闽始祖敦公，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
闽清六都墘上里选址重建。后因敦生六
子，六叶传芳，故俗称“六叶祠”。

祠拥地 1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961
平方米。左右各三边厅。两边住院各三
厅，回照两边各四厅，均是双层建筑，内有
海内外宗亲捐建的纪念厅、怀恩堂。整个
祠堂结构独特，用料罕贵，祠内文化内涵
丰富，祠外风景优美。

2.芝田宫
芝田宫，俗称车墘宫，位于闽清县坂

东镇墘上村。初建年代久远。枕山麓，俯
溪流，处六都中心。1985年公布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清咸丰六年(1856 年)扩建，1989 年重
修。供奉闽王王审知爱将翊惠、显惠、威
远、怀远及陈、蔡两总管；奉祀闽清民间爱
戴的两位清官：元朝至顺年间县尹董祯、
明朝洪武年间县令沈源。建成以来，八方
香客，纷至沓来，灵迹昭彰，香火甚盛。

宫正面为三牌楼式门墙，正中石框对
开门，左右圭形边门。正边门间墙面，分
别塑青龙、白虎壁画，独具风格。中轴线
上依次为戏台、两侧廊庑、钟鼓楼、正殿，
占地面积800平方米。正殿面阔五间，进
深三间，抬梁式木构架，歇山顶。栋梁雕
饰精美，藻井结构别致。

3.良衡厝
良衡厝，又名新壶里新厝，位于闽清

县坂东镇宏琳厝的北侧。该建筑面对柯
洋峰，背枕演溪水，是由里人黄懋莹之妻
林氏主持，于清同治末年（1875 年）始建，
光绪七年（1881年）落成。

建筑坐东北朝西南，土木结构二层

半，其正厝面阔9开间带两弄的规模民间
少有；布局讲究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厝内
廊回路转，纵横有序；在防火、防洪等方面
均做了合理的构筑，给人以磅礴大气的感
觉。

同时，整座建筑的枋梁、看架、雀替、
垂花柱、正脊花墙、风火墙头等更是极尽
精雕细刻之能事，粗犷中见细致，细腻中
显精致。

4.宏琳厝
俗话说的好“皇宫当游紫禁城，民居

应览宏琳厝”，宏琳厝是目前中国最大、保
存最完好的单栋古民居建筑，也是福建省
文物保护单位，素有‘民间故宫’之称。

宏琳厝又名新壶里，位于坂东镇新壶
村，背枕柯峰，面览田野，远眺层层山峦，
梅溪流水自门前环绕。由里人黄作宾建
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其子宏琳命
名。

这座建筑为两层半土木结构，由三进
正座、两翼横厝、外横厝及后座构成。全
厝有大小厅堂 35 间，天井 30 个，花圃 25
个，大门13扇，水井4口，住房666间，占地
面积 17832.28㎡，曾族居 100 多户 900 多
人。

二、古寨堡之旅
1.品亨寨

“岐庐”（又称品亨寨）位于闽清县坂
东镇溪峰村,占地 10 亩，为清代咸丰年间
江西九江知府张鸣岐所建，因而取名“岐
庐”，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

据研究寨堡多年的福建省社会研究

所专家学者介绍：岐庐寨堡历史悠久，风
格独特，是山村民居建筑的奇葩，堪与土
楼媲美。

堡内雕梁画栋，木刻花鸟人物栩栩如
生，厅廊屋宇木屏风上刻有水浒传、三国
演义、孙吴兵法历史人物故事雕画，人物、
花草鸟兽神态逼真，呼之欲出。

历史上，闽清县倭患匪害严重。为求
生存，明清以来，闽清县的各家族或村落
自建了105座寨堡，从大量史实来看，它们
是抗倭防匪的实物见证。目前，全县还存
有寨堡数十座，散落于乡间山野。

2.冬畴寨
冬畴寨，又称“闪庐”，是由一位叫国

闪的女性主持建造而成。建于嘉庆年间，
占地面积约 4500 平方米，内有房厅 106
间，严谨的布局、精美的装饰、完善的防范
措施，堪称古民居的经典之作。建筑的宏
伟和精美的雕刻，更是让人感受到前人的
聪慧。

3.娘寨
娘寨始建于明朝，也是一座由妇人主

持建造的古堡，集生活、防御功能于一体，
整座寨堡背阴向阳，光线充足，通风透气，
冬暖夏凉。

娘寨由石基、土木结构混建而成，占
地面积7700平方米。从外看，古堡由厚厚
的石土墙包围，比起军事堡垒毫不逊色，
阴霾的天色下，这座百年古堡显得愈加古
朴凝重，颇具抵御外敌的气势。娘寨这座
古朴的艺术的殿堂，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彰显了我国古代妇女的智慧和坚强，是留

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古厝休闲文化之旅
1.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是一条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城市特色风貌的
街区。它包含毓麟宫、吴氏祠堂等历史建
筑遗迹，还有多个大姓的宗祠和祖厝，同
时汇聚了基督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
姓氏沿袭的印记和多元文化的印记在这
里一览无余。

2.二陈纪念馆
作为梅城历史以来纪念先贤的一处

重要场所——陈祥道、陈旸纪念堂（史称
“二贤祠”），承载着梅城最重要的一线文
化脉络。

陈祥道、陈旸纪念堂始建于宋代，前
身为二陈先生祠，世称陈公祠。1990年7
月会议决定重建二陈先生祠 ，2001年9月
27日纪念堂重建工程竣工对公众开放。

纪念堂大门石匾横额“陈祥道陈旸纪
念堂”八字系著名书法家陈奋武所书，端
庄凝重。门联“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
古两先生”由著名书法家赵玉林所书，潇
洒遒劲。纪念堂是阁楼式三层半建筑，18
米高，保存着二陈的珍贵资料，包括陈祥
道编纂的《礼书》150 卷，陈旸编纂的《乐
书》200卷。

3.典利厝
典利厝，又名“本典厝”，始建清同治

七年，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正
门前的半月池不仅有消防储水之用，而且
构筑了山、水、人、房的和谐关系。

典利厝具有典型的清代古名居特点，
白墙灰瓦马鞍墙，明朗而雅素，雕镂精湛
的木雕，鲜明灿烂的彩绘，处处都是与时
岁钩沉的缱倦。

4.旗杆厝
旗杆厝原名“新厝”，建于清乾隆三十

八年，1877年该厝因詹绍安考取丁丑科殿
试二甲第二名，被光绪皇帝御赐双斗旗杆
而得名，也因出过“父子三将军”、“兄弟双
黄埔”而在下炉村成为荣耀的象征。

祖厝坐南朝北，占地面积达2925平方
米。旗杆厝的主体由正厝和横厝构成，左
右对称。在正厝的前埕左右两旁各竖立
了一个双斗旗杆，这也是闽清县有幸保存
下来的屈指可数的旗杆。

从旗杆厝门前的石阶拾级而上，进入
正厝大厅，就可以看到门厅上高高悬挂的

“钦点御前侍卫府”竖匾。门庭两旁分列
着“肃静、回避、御前侍卫、赐进士出生、乾
清门上行走”等十八块执事牌，诉说着三
等侍卫詹绍安荣耀的一生。

（县旅游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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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2日，福建省林业局网站发布《关于推荐国家

森林乡村的公示》，全省共有346个乡村成为被推荐对象，福州市
有46个，其中闽清县占了8个，它们是上莲乡溪坪村、白中镇霞溪
村、池园镇丽星村、金沙镇广峰村、三溪乡佳垄里村、三溪乡山墩
村、上莲乡新村村、省璜镇前峰村。 （福建省林业局网站）

闽清八个村上榜福建省
国家森林乡村推荐对象公示名单

本报讯 近日，由福州市教育局主办，福州市职教中心承办
的2019-2020学年福州市第十五届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技能大赛
暨闽东北联赛在长乐职业中专举行。

闽清职业中专学校17级计算机动漫与游戏设计专业黄永淞
和陈建志同学获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项目第一名（由林华
振、刘子尤老师指导），18级计算机动漫与游戏设计专业黄敬桢、
朱佑祥同学获网络空间安全项目第二名（由林华振、黄燕老师指
导），17级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吴天榕和曾廷垚获土木水利专业建
筑设备安装与调控（给排水）项目第二名（由刘春树老师指导）。
以上三组同学将代表福州市参加省赛。

为了积极响应这次赛事，闽清职业中专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认真备战。几个月来他们牺牲休息时间，夜
以继日地训练，一次次攻克难关，提高了技能水平，为本次竞赛取
得优异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领导
也非常关注此次竞赛，多次派人予以指导。本次大赛充分展示了
该校师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推进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也表示将再接再励，
积极备战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力争在省赛中再创佳绩。

（闽清职业中专）

闽清职专在福州市第十五届
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本报讯 10月13日下午，县总工会在我县贵坑羽毛球馆举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县职工羽毛球赛颁奖仪式，县委常委、
县总工会主席黄斌出席仪式，县总工会有关领导、参赛代表队领
队及队员等近200人参加仪式。

本次比赛由闽清县总工会主办，闽清县羽毛球协会协办，为
7场4胜制团体混合赛。共有来自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或系统
组织的9支代表队近200名职工参赛。自9月28日开赛，经过3
个比赛日，分三阶段共21场比赛的激烈比拼，教育工会代表队力
压群雄荣获冠军，云龙乡工会联合会代表队荣获第二名，交通局
工会代表队荣获第三名。

此次羽毛球赛的成功举办，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
了昂扬向上的氛围，激发全县广大职工投身我县经济社会建设热
情，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弘扬健康文明、昂扬向上的劳动文化，凝
心聚力投入到建设“新闽清”的大潮中去，创造出新的优异业绩。

（县总工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职工羽毛球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在少先队建队70周年纪念日期间，我县多所小学少
先队组织开展“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庆祝建队70
周年主题队日活动。

县实验小学各中队辅导员组织班会课，开展主题为“红领巾
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少先队知识挑战赛。选手们自制
美观、特色的AB板，踊跃回答问题，似乎对每道问题都是势在必
得，场面十分激烈。“我觉得这次开展的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让我
们学到了少先队的知识，还感受到了身为一名少先队员的自豪
感。”参与百人团挑战赛的五（1）班王同学说道。县城关小学围绕
纪念建队日70周年开展了主题队日系列活动，四年级各中队开
展“童心颂英雄”故事会活动、“‘争当新时代好少年’我们在行动”
活动，取得了热烈的反响。

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加强了少先队知识的普及，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增强了少先队的光荣感和责任感。队员们
纷纷表示，今后，一定遵照《队章》要求，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
行动为少先队这个大家庭增添荣誉。 （文明闽清）

开展“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典利厝

10月17日，闽清
县彭城刘氏联谊会
70 岁以上的宗亲和
17 对 60 年钻石婚伉
俪、一对70年白金婚
伉俪，以及10 个刘氏
宗祠代表150多位老

人，欢聚在闽清启源酒店，共同庆
祝重阳节。宗亲们把酒欢歌，畅叙
亲情，高歌党政关怀，共庆佳节。

座谈会上，闽清县彭城刘氏联
谊会会长说，尊老、敬老是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敦宗睦族，传承祖德
也是办会的宗旨，联谊会成立以
来，积极推进联谊会发展的工作进
程，架设宗亲之间沟通交流的桥
梁，致力于老人事业的发展，开展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为工作目标，在养老保障、养老服
务、老人阵地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同、理解和支持。坚持

“党政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家赞
助、全民关怀”的工作方针，得到了
闽清县讠永传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刘

荣的资金大力支持，弘扬敬老尊老
之精神起到重要作用。老年人虽
没有春天的鲜艳，但仍有金秋的丰
盈，朝霞固然灿烂，晚霞照样闪光，
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联谊会为刘雪琼、黄文渊，刘
会春、黄淑珍等17 对60 年钻石婚
伉俪，为刘义章、黄淑玉70年白金
婚伉俪，披挂红色彩带，送上敬老
金，献上纪念品和礼物。刘义章老
人激动地说，共产党领导下，才有
享受此白金婚的殊荣，夫妇俩一定
不负众望，争取多活几年，看看祖
国繁荣昌盛。

座谈会上，原闽清县委副书记
刘大康先生表示，联谊会安排了一
次很有意义的尊老、敬老活动，为
老人提供了一个聚会谈心，相敬相
庆，互慰互勉的机会。在此，向钻
石婚伉俪，白金婚伉俪表示祝贺和
敬意，他（她）们相濡以沫，互敬互
爱，携手走过了60 多年和70 多年
的风雨历程，祝他们保重身体安享
晚年，静观夕阳无限好。

（刘乾赵）

老人夕阳无限好 伉俪钻石白金婚
——闽清县姓氏文化研究会暨彭城刘氏联谊会举行宗亲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