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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我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加速提升县域内医疗服务和学科建设
水平，闽清县实行引进卫健系统高层
次 卫 生 专 技 人 才“ 五 年 计 划 ”
（2019-2023）。五年期间每年引进 10
名医学类本科应届毕业生、6 名“四证
合一”的医学类硕博士研究生。

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及新引进人
才待遇：

通过校园招聘活动及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两种方式全职引进医学类人
才。对于新引进的“四证合一”医学类
博士研究生，服务期为15年，引进后前
五年分期给予60万元生活津贴和一次
性给予88万元购房补贴用于购买人才
公寓；新引进的“四证合一”医学类硕
士研究生，服务期为15年，引进后前五
年分期给予30万元生活津贴和一次性
给予66万元购房补贴用于购买人才公
寓；新引进的医学类全日制本科应届
毕业生（本科学历需以在福建医科大
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及以上排名的院
校毕业为准），服务期为15年，引进后
前五年分期给予10万元生活津贴，新
引进的本科学历应届毕业生须在三年

内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后，一次性
给予33万元购房补贴用于购买人才公
寓。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以在院内
行政职务或社会职务方面给予倾斜。

引进人才可在我县落户，其直系
家属户口可随迁。引进人才配偶需要
在我县安排就业的，根据原就业情况
和个人条件统筹解决。引进人才子女
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由县
教育局优先统筹安排在我县城区公办
学校、幼儿园就学。若对方单位不同
意办理调动、调档手续的人才，但已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可给予重新建档，
承认其原来的工作经历、资格和资质
等。辞职、离职前与来梅后的工作时
间合计为连续工龄。

引进和培育高层次卫生专技人才
具体实施按照《闽清县卫健系统高层
次卫生专技人才引进和培育实施细
则》执行。

闽清县卫生健康局（宣）

闽清县实行引进卫健系统高层
次卫生专技人才“五年计划”

闽清县饮食服务公司有租赁即
将到期的店面一间，向社会公开招
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店面位置：闽清县梅城镇台
山路106号一层。

二、租赁期：三年。
三、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19

年10月25日下午4时止。
四、投标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上午9时在县饮食服务公司五层
会议室进行公开投标。

五、投标保证金30000元；报名
费200元（报名费不退）。

有意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
印件到县饮食服务公司办公室报名
并缴纳投标保证金和报名费。

联系电话：22332338 联系人：
黄先生

特此公告。

闽清县饮食服务公司
2019年10月17日

招 租 公告

本报讯 10 月 16 日，记者走
进闽清县东桥镇迷天下旅游景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波
斯菊，一朵朵小小的，黄灿灿的波
斯菊在微风中摇头晃脑，远远望
去，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黄金地
毯。

据悉，迷天下项目建筑面积
51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有：迷
宫文化艺术区、儿童迷宫施乐区、
热泉疗养区、梦幻迷宫游憩区、生
态迷宫体验区、野奢森林度假区等
基础配套设施，以及景区入口接待
服务区、主停车场等。“今年计划完
成农业种植观光部分建设。预计
今年年底 12 月份可以对外开放。
明年我们将完成门楼景观建设及
观光种植扫尾，完成寻福区、寻根
区建设。”东桥镇镇长黄祥灿说到。

除了迷天下项目，东桥镇的动
天下旅游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建设
中，作为东桥镇在建的最大项目，
动天下一期投资5.1亿元，开发南
坑运动村一期、高冈露营基地和高
山服务中心，其中规划用地约600
亩，建设用地约52亩，建筑面积约

50000平方米。计划今年完成一期
体育及农业设施配套建设。

高速公路的发展给东桥带来
了发展机遇，目前东桥镇有养天
下、瓷天下、动天下、渔天下、表天
下、迷天下等六大天下旅游项目，
是未来闽清县发展最有潜力的乡
镇之一，许多配套设施也在提升建
设中，比如在建的山南大道、停车
场及游客集散中心、消防站……

“我对项目非常有信心，东桥的地
理位置很好，交通便利，县领导和
镇领导都非常支持我们。”动天下
项目的负责人余国强说到。

据了解，在闽清县召开全县重
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专题会后，东
桥镇就全面梳理了明年44个重点
项目，开启了对今年项目扫尾，明
年项目梳理准备的工作。“最难的
是拆迁土地流转的工作，我们都是
利用周末时间开抓促会，不断的调
整拆迁方案，不断改变做群众思想
工作的方式，目前涉及100多户的
土地流转，仅剩5户。”黄祥灿介绍
到。 （记者 苏雪容）

东桥镇：六大“天下”迎来旅游新机遇

本报讯 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
6个“全国扶贫日”。14日至16日，为进
一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推进残联机关干部“走进基层、转变
作风、改进工作”要求，县残联领导带队
深入桔林乡锡洋村、坂东镇李坂村等7
个乡镇21个村居，走访慰问30名低保、
建档立卡及其他贫困残疾人，向困难残
疾人送去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同时开
展残疾人事业调研和听取意见建议工
作。在走访慰问中，县残联领导与残疾

人悉心交谈，了解他们近期生活情况和
面临困难，现场询问残疾人扶贫政策落
实情况，鼓励他们建立信心、积极面对
生活；并向他们宣传残疾人帮扶、康复
服务有关政策。走访过程中，县残联领
导还征求建档立卡贫困户对县残联脱
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建议；听取乡镇、村
居及广大残疾人对残疾人优惠政策落
实、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就业创业等
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答疑解惑。

（聂淑芳）

县残联开展“扶贫日”入户走访调研活动

本报讯 10月17日，是国家第6
个扶贫日，也是第 27 个国际消除贫
困日，闽清县在县乃裳广场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农产品展销会。当天，
县扶贫办组织全县有扶贫任务的乡
镇分管领导和扶贫专干、部分贫困户
及贫困村农业经营主体，以现场采购
农产品的方式开展消费扶贫帮扶活
动，为贫困户和贫困村展销优质特色
农副产品，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工
作。

展销会展台前人头攒动，来自当
地的木槿花、粉干、蜂蜜、白岩山山茶
油等特色农产品深受市民欢迎，很快
便被人们一抢而空。据统计，当天现
场累计消费5500余元。

现场，党员志愿者还以分发宣传

单的方式，就闽清县就业创业政策、
福州市健康扶贫政策及闽清县残疾
人帮扶政策等国家扶贫政策向过往
群众进行宣传。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建立
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消费市场，满足广
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优质化、个性化
消费需求，还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消
费扶贫”观念，拓展县内生产者与消
费者之间的联系，助力发展县、乡、村
三级市场。

据悉，县农业农村局、县卫健局
及县民政局等单位和各乡镇当天分
别以宣传义诊、困难群众巡访、下乡
扶贫、入户慰问等方式组织开展了

“扶贫日”活动。 （记者 许泓彬）

消费扶贫走进闽清消费扶贫走进闽清 农特产品卖得俏农特产品卖得俏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我县计划实施闽清县路灯智
能化管理工程，拟采用EMC的方式（以
每年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
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引入企业，
将闽清县城区范围老旧路灯更新为智
能路灯。

目前，我县路灯智能化管理工程已
完成试点安装方案，已在商贸街改造
30 盏中华灯、六六大道改造 12 盏高压
钠灯，兼顾节能、提亮、均匀度等功能，
试点投资约 40 万元，改造后商贸街节
能率可达到60%、六六大道节能率可达
到66%以上。 （县住建局）

我县加快推进路灯智能化建设

本报讯 10 月 10 日，记者来到省
璜镇下坂村看到，成片成片的槟榔芋
绿色葱茏，荷叶形的芋叶上擎着一颗
颗晶莹的水珠随风摇曳，煞是好看。

这些槟榔芋都是闽清县乌石洋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发彬种植的，
他也是省璜镇下坂村的种植大户。趁
着天气晴好，范发彬挥舞着锄头，正在
田间地头为槟榔芋施肥、除草。他随
手挖了一个槟榔芋，灰褐色的槟榔芋
根须发达，胖乎乎的身子足有四五斤
重。“槟榔芋效益好，我是去年开始种
植槟榔芋的，开始是向前辈取经，去年
刚开始只种了 30 亩左右，一亩收益
2000元左右。”范发彬说到。

初尝丰收的果实，范发彬今年就
放手大胆种植，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
150亩的土地，广泛种植槟榔芋。平时

需要帮忙的时候就雇佣村上的村民来
帮忙锄草、施肥。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三四十人。“我们这边的气候好，适合
槟榔芋的种植，这150亩的槟榔芋应该
会在春节后完成收购，已经有好多家
收购商来我这里洽谈了。”范发彬介绍
到。

除却种植槟榔芋，范发彬成立的
闽清县乌石洋农业专业合作社还种养
销售农家生态米、橄榄、米酒、五黑鸡、
番鸭、土鸡蛋等各种农副产品。

“今年的槟榔芋市场价格在 3 元/
斤左右，今年大概能收五十到六十万
斤之间，预计我这一亩效益大概在四、
五千左右，效益不错，应该能过上一个
丰收年。”范发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
容说到。

（记者 苏雪容）

省璜镇下坂村150亩
槟榔芋喜获丰收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闽清县桔
林乡农村电子商务普及面，培养农村电
子商务人才梯队和从业队伍，加快推进
电商扶贫工作，营造电子商务发展良好
环境。近日，桔林乡依托福州东源盛想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全体机关干部、村
干部、贫困户、农村妇女等开展电商知
识普及培训。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从事电商工作
10年，拥有丰富平台操作经验的泉州市
贰零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
国电子商务学院讲师、晋江网商会理事
黄文龙老师现场授课。黄老师从“什么
是农村电商”“县乡（镇）村三级服务体
系”“电商平台简述”三方面系统的讲解

电商知识，并以自身的电商经历为例，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学员们介绍农村
电商的发展现状、发展机遇等。课上，
学员与讲师积极互动，课堂氛围活跃。

通过此次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学
到很多电商知识，拓宽了视野，了解了

“电商+农产品”的运用及当前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发展电商的重要性及电商的
发展趋势。

桔林乡将结合此次电子商务培训，
更好地发挥“梅好桔林”农特产品的资
源优势，为农民创业增收带来福利，加
快形成“一乡一特”“一村一品”的产业
布局，服务乡村振兴发展。 （桔林乡）

桔林乡开展农村电子商务普及培训会

本报讯 近日，闽清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被告人林某、陈某一、陈某二
盗窃、寻衅滋事一案。为进一步发
挥典型案件警示作用，加强“以案释
法”效果，闽清县委政法委牵头，县
司法局组织，东桥镇、坂东镇、梅溪
镇、云龙乡四个乡镇配合，召集60余
名村干部和村民到场旁听庭审。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
某、陈某一、陈某二是闽清某工程工
地管理人员，在2018年10月23日至
10月26日期间，被告人林某指使被
告人陈某一驾驶挖掘机为盗运砂子
的车辆装载砂子并贩卖给黄某，共
盗 取 河 砂 7 车 220 立 方 米 ，价 值
20240元。2018年10月下旬，被告人
陈某二伙同拖拉机驾驶员吴某（另
案处理）将工地内约50立方米砂子
运走并盗卖给刘某一，经鉴定，50立

方米砂子价值 4600 元。此外，2017
年4月，被告人林某私自将工程地块
上填埋的石渣运走贩卖给他人，并
指使刘某二在现场持刀看守、清点
运输车次，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5
万余元。

公诉机关依法以被告人林某犯
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陈某
一、陈某二犯盗窃罪向闽清法院提
起公诉。闽清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
案进行了公开审理，该案将择期宣
判。

通过旁听本次庭审活动，村主
干和村民在庭审第一现场接受了法
治宣传教育，零距离感受了司法审
判工作。村干部们纷纷点赞此次活
动，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
高法律素养，增强依法履职能力。

（平安闽清）

监守自盗接受审判
60余名村干部和村民到场旁听

迷天下园区的波斯菊 （福州日报记者 林瑞琪 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停电日期
2019-10-09至2019-11-09

2019-07-26至2019-11-12

2019-10-12至2019-11-12

2019-10-9至2019-11-9

2019-10-15至2019-11-15

10/28

10/29

10/30

10/30

10/31

11/1

计划停电时间
6:00-22:00

6:00-22:00

6:00-22:00

6:00-22:00

6:00-22:00

5:30-20:30

6:00-20:00

7:00-19:00

8:00-18:00

8:00-18:00

7:00-17:00

停电原因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输电大修

技改大修

变电检修

配改

变电检修

配改

大修

大修

配改

停电范围
无

无

无

无

无

省璜9#、省璜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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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池1#、凤池2#、凤池电站、柴岭1#、柴岭2#、
柴岭3#、良寨1#、良寨2#、际峰、玉水、玉水电站、
佳垅1#、佳垅2#、佳垅3#

无

汤兜#、汤兜路灯、尚德1#、尚德横溪坑电站、中水
十六局、桔林1#、槐林1#、四宝1#、四宝2#、润光
木业公司、双宝溪电站、关山电站、关山 1#、锡洋
1#、温汤1#、温汤2#、桔林垃圾处理厂、清禾农牧
有限公司

无

无

无

尊敬的闽清高级中学校领导、老师、同
学们：

您们好！
我是 2010 届高三（5）班的学生马

灵彬。首先让我以及我的家人们衷心
的感谢全体闽高师生的慷慨解囊和无
私帮助。 在我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是你
们的支持和关爱，让我坚持和病魔做
抗争，让我相信爱会有无限的希望，让
我可以逐渐康复，像正常女生一样开
启幸福的生活。

回首 2009 年 9 月，我和所有高三
的同学们一样，都在加倍努力的学习，
备战高考。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是
在高三全力冲刺的时候，因为全身浮
肿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新月体性肾
小球肾炎，在闽清中医院住院治疗半
个月后效果不佳，又急转至福州总院
治疗一个月后回家休养，原以为经过
几个月的治疗，我就又可以回到学校
和同学们一起努力，考上自己理想的
大学。

然而事与愿违，2010年9月，最后
的检查报告显示病情已经控制不住，
医生告知如果想要维持生命，就必须
进行血液透析。一年治疗期间我没有
掉一滴眼泪，直到第一次进行透析的
时候，一根比普通针不知粗了多少倍
的针头扎进手臂里面时候，我哭了，那
一刻我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和无奈。

我本是不幸的，在人生最灿烂的
时候却要天天面对药物、面对针剂，不
能正常的生活、学习甚至是工作。面

对病痛的折磨，更多的是精神上和经
济上的压力。每每看到父母头上因为
对我的担忧和压力而日益增多的白
发，内心都会闪过放弃的念头，放弃这
种日复一日的折磨。但是我又是幸运
的，因为有亲人和您们纯洁的爱为我
加油，陪我一起去面对，鼓励我坚持下
去，让我重拾信心；是您们伸出援助之
手，让我在困境中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生命的希望。

时间转眼即逝，长达9年和病魔的
斗争的日子，终在 2019 年 12 月结束，
终于等到了匹配的肾源，开始手术。
在出手术室那一刻，心情无比的放松，
看着周围的风景也与往日不同，这一
场战终是打赢了。如今术后已经大半
年了，一切都恢复的很好。

感谢您们伸出仁爱之手，让我增
添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感谢您
们伸出博爱之手，让我们全家感受到
了真情和真爱！

此时此刻，我唯一能用语言表达
的就是感谢，在您们爱的庇护下，今后
我一定会更坚强地面对任何事，一定
不会辜负您们的期望，争取早日恢复
健康，去传递、延续这份爱的希望和感
动，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再次
感谢您们的慷慨和真爱！

祝：全体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祝福母校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感谢人：马灵彬

感 谢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