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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闽清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协议
方式将梅城镇梅西新村215号（即
梅西小区79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给梅城镇人民政府和
许守耿，具体用地面积比例以2015
年梅城镇人民政府和许守耿双方
签订的协议为准。现将有关事项
公示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1、土地位置：梅城镇梅西新村
215号（即梅西小区79号）

2、用地面积：108㎡；
3、占地面积 102㎡，总建筑面

积603.95㎡；
4、用地性质：居住用地；
5、建筑层数：五层半；
6、项目建设在满足上述规划

设计条件要求外，还须符合国家、
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要求。
二、出让价款及缴交方式：
该地块土地出让价为陆拾伍

万元整（小写：65万元）；梅城镇人
民政府和许守耿应在签订出让合
同之日起一个月内缴清土地出让
价款。

三、公示期为2020年1月16日
至2020年1月20日，公示期满若无
异议，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与梅城镇人民政府和许守耿正式
签订出让合同。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闽清县梅城镇台山

路108号资源规划局四楼地产中心
联系人：黄先生 钱小姐
联系电话：0591-62300696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6日

梅城镇梅西新村215号（即梅西小区79号）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现在是正处冬春季呼吸道
疾病高发的季节：流行性感冒、
水 痘 流 行 性 腮 腺 炎 、人 感 染
H7N9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呼
吸道传染病都来凑热闹。

有这两个原因：
1、车站、港口、机场人多拥

挤，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封
闭性好、空气流通性差，均为呼
吸道传染病传播流行提供了条
件。

2、旅途中，人们容易情绪焦
躁、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且早
晚温差较大，衣物添加不及时，
致使人体免疫力降低，增加人群
对呼吸道传染病的易感性。

回家的路上，如何将呼吸道
疾病阻挡在外？

一、及时增减衣物
室内室外、车内车外温差较

大，出入一定要根据气温变化适

时增减衣服，尤其需仔细照顾不
善表达的婴幼儿，以免过热或过
冷。

二、合理佩戴口罩
乘坐火车、飞机、地铁、公交

等密闭空间的交通工具时，建议
戴口罩，避免他人或自己咳嗽、
打喷嚏时飞沫传播。

三、注意个人卫生
双手接触公共物品后，尽可

能地洗手或用免洗洗手液、消毒
湿巾等清洁双手，避免用不清洁
手接触自己的眼睛、口和鼻黏膜
部位。

四、防止交叉感染
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帕

或纸巾捂住口鼻，或用肘部捂住
口鼻，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捂住口
鼻而造成手部沾染呼吸道分泌
物。

五、多喝水

喝水可以让鼻黏膜保持湿
润，有效抵御病原体的入侵，也
有利于体内毒素排泄，净化体内
环境。

六、保持呼吸通畅
尽量避免在密闭、空气不流

通的环境久留，尤其是老人、孩
子及有基础病的身体状况较弱
人员，要尽可能寻找舒适、空气
流通的环境。

七、及时就诊
提高机体免疫力，规律生

活，保证充足睡眠 ;出现发热、咳
嗽、流涕等呼吸道症状时，应及
时就诊，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合
理安排出行时间。

（闽清县疾控）

人在途中，这份春运呼吸道疾病预防手册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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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埔 13#、梅埔 2#、永
久避雷器厂、黄言铿、
建城新型建材厂1#、建
城新型建材厂2#、梅埔
1#、石湖 1#、石湖 4#、
远海建工（临）、新民大
桥 3#、石 湖 2#、石 湖
3#、石 湖 5#、张 世 森
专、梅埔11#、梅埔8#、
梅 埔 部 队 、梅 埔 5#、
73117 部队、梅埔 9#、
孔江农业、梅埔6#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根据
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县市场监管
局积极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和副
食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截至目
前，共登记备案年夜饭承办单位 11
家，检查相关食品生产销售单位256
家次，现场督促整改6家次，开展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46批次。

一是开展生产、销售、餐饮环节
检查。重点检查生产企业环境卫
生、台账记录、留样管理等方面制度
是否符合要求；主要针对市场、超市
等销售的粮、油、酒、肉等节日热销
产品开展检查；重点检查大型餐饮
店、“年夜饭”承办单位是否存在使
用不安全食品原料、虚假标注生产

日期、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违规
行为。

二是加强食品安全快检工作。
为进一步保障节日食品安全，该局
加强食品快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检
测食品46批次，经快检均未发现问
题。

三是加强副食品市场保障工
作。重点检查相关经营单位是否存
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
行为，维护肉类、禽蛋、蔬菜等副食
品市场良好秩序。

下阶段，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
强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
力营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和祥和
的节日气氛。 （市场监管局）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春节前市场监管大检查

本报讯 1月20日下午，闽清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组织开展党员志愿者圆梦“微心愿”活
动暨“建设新闽清，机关走前头”主题党日活
动。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帮扶共建社区
——西门街社区前期摸排的困难党员、群众的
需求，主动认领了5个“微心愿”，包括血压计、

毛毯等微心愿，并帮助困难群体实现梦想、达
成心愿，帮助困难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传
递了社会正能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在
社会救助、扶贫帮困中的先行带头带动作用。

同时，给 5 名退役士兵每人发放 500 元的
春节慰问金，不断增强了社区群众的幸福感。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1 月 17 日上午，福
州市应急局王学初副局长带领市
局审批处和矿山商贸处相关人员
及市矿山专家组，联合县应急局
同志到闽清池园镇福斗建筑用凝
灰岩矿开展审批现场核查。核查
组一行对矿山采场现场和破碎站
进行了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要切

实按照设计要求做好矿山采场安
全管理，加强破碎站防尘和排水
设施建设，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增
设警示标识，深入排查整改安全
隐患，抓好风险管控，同时要落实
好两节两会期间应急值守工作。

（应急局）

应急局开展矿山安全检查

本报讯 1月20日，闽清县“我们的节日·春节”县级主场活
动在塔庄镇莲宅村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燕青出席
了活动。

活动现场，县文联的书法家为群众义写春联，笔墨流淌间
送出了群众喜迎春节的美满祝福。县总工会、县检察院等文
明单位领导入户慰问塔庄镇贫困家庭、孤寡老人等，为他们送
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与温暖。县总医院的医生现场义
诊，回答群众关心的日常健康保养知识，得到了众多老人的称
赞。古厝服装走秀结合民间采茶劳作引来了众多群众围观，
充满了开春的希望与来年丰收的期盼。非遗图文展览为闽清
的物产与民间武术等讲述着历史的演化故事，增添春节的内
涵。

晚上，一台文艺晚会把活动推向高潮。闽清各级的道德
模范们在晚会之始为全县人民送上国泰民安的满满新年祝
福，县文化馆表演团队把闽清的民俗与文艺结合，土洋结合的
表演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与过年的欢乐。 (记者 吴广钟)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县级主场活动在塔庄镇举办县级主场活动在塔庄镇举办

本报讯 位于梅溪路贵坑40
号（县交通局后面）的闽清县好安
达机动车检测站日前已开始营
业。该检测站的升级并投入使
用，极大方便了城区车主。

据悉，好安达机动车检测站

是我县第二家三检合一检测站。
主营业务为：各种机动车（客车、
货车、小车、二轮摩托车、三轮摩
托车）年检、环保检测、营运检测、
二维检测。

（本报记者）

我县新增一家机动车检测站

本报讯 临近春节，为给居民群众创造畅
通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环境，连日来，坂东镇
政府联合坂东派出所、城管中队等部门持续开
展市容市貌大整治行动，通过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对镇区主街道(坂东街、湖头街）沿路车辆
乱停放、出店经营、占道经营等现象进行集中
整治，不断提升镇区颜值。

民警对在禁停路段停放和主干道随意停

放的车辆予以抄告，对影响车辆和行人正常通
行的摩托车、电动车予以拖离。整治后的道路
更加宽敞明亮、整洁有序。

针对沿街商户临时搭棚、摆设门外摊、违
规占道经营等行为下达《整改通知单》，督促经
营商户限期整改违规行为。针对沿街流动摊
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商贩进行劝导，引导其
至指定区域贩卖。 （奔跑吧坂东）

坂东镇开展市容市貌大整治
本报讯 1月22日上午，正值春

节前夕，在白中镇举办了一场“把爱
带回家”暖冬志愿服务活动。活动
由县妇联、白中镇妇联、福建奥博兹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白
中镇13名贫困儿童及其家长参加了
活动。

活动开展了亲子茶话会、志愿
写春联、春节慰问、入户走访等四个

环节。亲子茶话会上，儿童和家长
们自由发言，畅谈理想。县文联志
愿者现场写春联，孩子们在观摩中
领略书法文化魅力，并各自挑选了
心仪的春联书法作品。活动给孩子
们送上了春节慰问金和慰问品，向
孩子和家长们致以新年的问候。活
动最后，入户走访慰问了两名贫困
儿童。 （白中镇）

“把爱带回家”暖冬志愿服务活动在白中举行

喜气洋洋过新春

中国共产党闽清县第十三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20年1月23日召开。全会传达学
习了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
纪委十届五次全会、市纪委十一届
五次全会精神，听取了县委书记陈
忠霖的讲话，审议通过了赵勇同志
代表县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加强和
完善监督体系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保障》工作报告。

全会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赵乐际同志的工作报告，深刻
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
成就，深刻阐释我们党实现自我革
命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对以全面
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
大指导意义。于伟国同志在省纪委
十届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和刘学新同
志的工作报告，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工作要求和重点任务，
任务明确、措施务实，必将有力指导
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王宁同志在市纪委十一届五次
全会上的讲话和修兴高同志的工作
报告，强调要维护制度权威，加强对
制度执行的监督，为我们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努力方
向。全县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认识
和准确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历史性成就和实践经验，深刻认识
和准确领会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和省市
纪委的部署上来。

全会认为，陈忠霖同志的讲话，
深入贯彻中央纪委和省市纪委全会
精神，充分肯定我县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的成效，科学分析当前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明确提
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总体
要求和主要任务。全县各级党组织

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县委要求，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一
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全会指出，2019 年纪检监察工
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按照中央、省市县的决策部
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落实省委“五抓
五看”“八个坚定不移”要求，深化实
践“五抓五重”，协助党委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强化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推动新时代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
坚强保障。

全会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增
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集中整治群
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要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
改革；要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要巩固拓
展作风建设成效，构建纠治“四风”
长效机制；要牢牢把握政治巡察定
位，推动县委巡察高质量发展；要一
体推进“三不”机制，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要强
化自身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

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在市纪委和县委的坚强
领导下，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为新
闽清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闽清县第十三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

（2020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闽清县第十三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