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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整治力度 保护水源安全
本报讯

——光泽县司前乡司前村创新乡村治理小记

上接第1版

（
）以
“生产加工、
品牌营
销、
文化休闲”为主线，以茶文化弘
扬、休闲观光、茶事体验、茶园运
动、茶区民宿等为主要内容，逐步
形成茶旅结合的新兴产业链，
建设
特色茶庄园，
初步建成龙源生态茶
庄、
凤凰山庄、
湛松农场、
马后抹茶
生态广场、
刘屯茶园赛车运动基地
等一二三产业融合茶产业综合体，
激发了全县发展新活力。
此外，松溪县强化茶产业科
技支撑，积极与陈宗懋院士专家
团队、中茶所、福建农林大、福建
茶科所等专业技术团队对接，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聘请专家实地
考察，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服务
支撑。

兴。
“ 离任村主干联谊会”会长钟建粦说，村
里没把我们当外人，当然都得为家乡的发
展、和谐出份力。
农村“实事难办、好事难做、好处难给”
主要表现在搞基础设施，要么地不让动，要
么开天价；评低保户、贫困户，要么“凭什么
给他不给我”，要么“戴帽笑嘻嘻，脱帽耍赖
皮”；发生态补偿、送慰问金慰问品，要么“人
人有份”，要么“干脆不要”等等。
“三难”难在
哪？就难在村民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或一知
半解和误解，加上村干部就那么几个人，村
民小组长只当个简单的传话人，如此环境
下，没个说公道话的人站出来，自然好事难
办了。有了“两会”再加上强化了村民小组
长和各组党小组长的责任考评和奖惩。组
一级的事有老干部、乡贤帮着释疑解惑，理
通了道也就畅了。
“ 两会”是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宣传员，这是其一。
其次，
“ 两会”是农村社情民意、矛盾纠
纷的信息员和调解员。农村的矛盾纠纷，都

有个萌芽期、初发期和暴发期。
“ 两会”会员
生产生活在村民中间，一有风吹草动都能第
一时间发现。婆媳吵嘴、邻里口角、牲畜惹
事、林地纠纷，小组长说的不够份量，有德高
望重的乡贤，
乡贤出面还不够，
有多年主事的
老村干。三人联手，道理、政策、法律说深讲
透，再大的纠纷也能化解，何况是刚萌芽阶
段。所以，
司前村近年来极少矛盾纠纷出村。
其三，
“两会”是村级各项工作的促成者
和带头人。司前村激发“两会”会员协助村
里工作有一个好形式，就是事前通报，事中
商量，遇到重大且难的工作，后面还加上“我
做 了 什 么 ”的 自 问 。 如 去 年 的“ 百 日 攻 坚
战”，司前村就有 1公里公路扩建征地、14座
高压电力铁塔征地和乡所在地自来水取水
点征地等项目。征地拆迁本来就是当下“第
一难”，加上有风水之说就难上加难了。由
于有“两会”会员在村民中做工作，几个项目
没出现一点麻烦事，
保时保量保质完成。
☉

爱心热线
南平市妇联 张秀平：
8846808 18950605068
1、叶玲（延平区）
理科 403
录取院校：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聋哑，在家务农；母
亲腿脚不方便，在家休养；弟弟今年 18岁，在
闽南技术学校上学。

2、张凯璐（延平区）
文科 543
录取院校：
厦门理工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务农，种植板栗，奶
奶年老、无劳动力；母亲在恒荣服饰有限公司
针织厂上班；姐姐刚大学毕业。精准扶贫户。

3、游雨禾（延平区）
理科 452
录取院校：
台州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肢体残疾 2级，患强
制性脊椎炎，因所用药品特殊，医疗报销极其
有限，无劳动力，母亲家庭主妇，无工作，家庭
全年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大。精准扶贫户。

4、杨雨琴（延平区）
文科 491
录取院校：
新乡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母因长期慢性病，无劳
动力，
无经济来源，
妹妹还在念书。精准扶贫户。

5、廖烨伦（建阳区）
理科 449
录取院校：
莆田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酒
精肝，无法做重活，只能在建阳打零工，母亲
在家照顾两个孩子读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6、廖 晨（建阳区）
文科 518
录取院校：福建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和信
息系统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因意外导致脸部多
处粉碎性骨折，经常头晕无法外出干重活；母
亲在工厂上班维持生计，妹妹在曼山小学读
书。属低保户。

7、雷诗龙（建阳区）
理科 419
录取院校：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国
际经济与贸易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因
学致贫。建档立卡户。

8日，记者在 205国道延平区大横镇湖
尾村附近看到，位于安丰水厂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
围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点正在清理。原先该收购点废
品堆积在国道边、河岸上，每逢大雨，油污随雨水渗
入河道，
对建溪造成污染。同时，该镇位于取水口保
护区范围内的 1家私人屠宰点、1家生猪转运点和 1
家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点也被关停或拆除。
城市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为解决新建村水厂和安丰水厂这二处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存在的问题，延平区对照生态环境部督
查组问题清单，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列出整
改清单，对生活面源污染、
“散乱污”企业、码头和非
法采砂、餐饮废水等污染开展整治。
整治工作开始后，
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迅速展
开整治行动。陆续关闭水源地周边污染企业和废旧
物资回收设施，将农户、商户生活污水全面纳入污水
管网,
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同时，针对各类污染
源，划定畜禽禁养区，下发整改通知单，
关闭养殖场，
停止围网捕鱼活动。目前各项整改措施正在有条不
紊推进。
（

林奥 陈茂军）

联合执法 整治“滴洒漏”

邱盛林 高丽萍

本报讯

本次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
农业促进项目的实施，松溪县将
以 绿 色 兴 茶 、质 量 兴 茶 、文 化 兴
茶，深化松溪茶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宗旨，将补助资金集中
用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
产业链条，补短板、强优势；通过
财政资金引导工商资本参与绿色
优质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打造
产业集群。并以此项目为契机，
科学合理规划松溪绿色茶产业的
发展，推动茶乡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提高全县茶产业绿色化、优
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平，提高
质量、产业效益、生产效率，促进
茶 乡 扶 贫 、茶 农 增 收 、茶 产 业 发
展。
（

十年寒窗，终迎圆梦时刻。而对于
闽北山区的一些女生们来说，却是喜忧
参半。她们，因手握大学录取通知书而
喜；她们，因家庭的贫困承担不起高昂
的学费而忧。她们的逐梦之路啊，走得
多么坎坷多么艰辛。
扶一株“春蕾”，便赢得一片希望；
奉献一份爱心，传递一份真情，一份份
温暖，能够让花朵美丽绽放。

责任校对：
叶子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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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会 ”奏 响 和 谐 曲
硬化三蓬和半山两个小组 2公里通组 别是要尊重他们，村里的大小会议请他们参
路，
总造价 76万元。村里好不容易才筹了 56 加，村务、村财让他们监督，村里工作做得好
万元，
还差 20万元，
这个项目上还是不上？
不好请他们评议，大小事听他们的意见建
路基，组里搞好；占地，组里调好；资金 议，尤其对他们的好意见要虚心听、认真改，
还不够，就按户派。两个小组的组长回村里 好建议要真诚采纳、照着去做。真心诚意才
的话：村里出匹马，村民配好鞍，这项目当然 能赢得同心协力。
要上啦！
“两会”会员从客体融入村务主体，仅有
这么通情达理的事，在光泽县司前乡司 村“两委”的主动还不够，还要让“两会”也和
前村屡见不鲜。日前，该村党支部书记林如 村“两委”一样同频共振起来。如每年按季
华说，司前村的各项工作都能得到村民的大 开例会，离任村主干按三个月一次，
“ 乡贤”
力支持，
村上的
“两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多数人在外就分别在春节、清明、国庆、中
林如华所说的“两会”，即“司前村离任 秋等节日召开。开例会时，村主干必须到
村 主 干 联 谊 会 ”和“ 司 前 村 乡 贤 发 展 联 谊 场，必须通报工作，必须听大家意见、建议，
会”。司前村共 16个村民小组，520户，2295 必须汇报上次意见整改和建议采纳情况。
口人，2200亩耕地，4.
1万亩林地，是个少数 “两个会”的会长也必须向全体会员汇报平
民族村。村里有 18名离任村主干，12名乡 时融入村务情况和会内会务工作情况，对配
贤。要让这“两会”会员与村“两委”同心、同 合村里中心、重点工作集思广益，献计献策、
向、同唱和谐发展曲，仅取个名、挂个牌、刻 出资出力等。
个印子还不够。林如华说，除了帮“两会”订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对自己生长
《章程》、制度，给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外，特 的 地 方 ，对 自 己 的 家 乡 ，谁 都 希 望 人 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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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建阳西区生
态城人民西路上，一辆
洒水车来回穿梭，所过
之处，阵阵清凉。为应
对高温天气，建阳区出
动5辆洒水车对全城四
个片区进行洒水降温。
为保证效果，建阳区洒
水车上的喷嘴更换为大
口径喷嘴，增大洒水量，
由原来的每日每台车6
车水增加至10车水，每
台车日车次增加至4趟
次。
（邓忠卫 摄）

徐园园）

车辆
“滴洒漏”
，
影响行车安全。针对这
一现象，
近期，
南平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督查队
联合延平区交通执法大队连续开展路面“滴洒漏”专
项整治。
10日，烈日炎炎，联合执法组再次上路巡查。
从延平城区至外洋路段，对上路行驶的渣土车逢车
必查，重点查处渣土车抛洒滴漏、无证运输、苫盖不
严等违法违规行为。10时 30分许，执法人员发现一
辆疑似运输煤渣的车辆未按要求苫盖，立即示意车
辆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检查，该车及驾驶
员营运证、从业证等证件齐全，但是对于装载的煤渣
未采取篷布遮挡等覆盖措施，
造成路面扬尘，
污染环
境。当天的联合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27人次，执法
车 4辆次，检查渣土车 16辆，立案 3件。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对“滴洒漏”行为，共立
案处理 276件。下一步，专项整治行动将加强对工
地、项目等施工作业出入口的保洁力度，从源头上杜
绝跑撒遗漏和扬尘污染。

（裴礼辉 王明俊）

盼爱心暖“春蕾” 圆寒门学子梦
——南平市 2018年“春蕾计划-圆梦行动”
贫困女大学生情况简介

8、王芷绚（邵武市）
理科 458
录取院校：
衢州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家庭贫困状况：低保家庭，父亲先天性心
脏病，无法工作，母亲在家照顾父亲，无收入。

录取院校：
华侨大学功能材料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早年病故，母亲是下
岗工人收入低，还要自己缴交社保和医保。

17、詹婷婷（建瓯市）

文科 543
录取院校：
东华理工大学英语专业
理科 378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肢体四级残疾，患有
强直性颈椎炎，丧失劳动能力，去年动手术，
录取院校：
福州理工学院审计学
家庭贫困状况：低保户,
父亲去年因病去 花费十几万元，母亲身体不好，无经济来源，
世，家里只靠妈妈一个人打工抚养姐弟二人， 属于低保和建档立卡户。
弟弟就读五年级，
家里十分困难。

9、张璐瑶（邵武市）

10、肖颖（邵武市）

18、张倩莲（建瓯市）

理科 505.
5
理科 401
录取院校：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录取院校：
长春科技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
家庭贫困状况：母亲因患癌症，花医疗费
家庭贫困状况：母亲卵巢癌前几年去世， 三十多万，造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2015年病
家有 88岁的奶奶，姐姐出嫁，跟爸爸相依为 故。为建档立卡户。
命，爸爸身体不好，在城里打工有一天没一
天，家庭非常困难。
理科 556
录取院校：福州大学航口港道与海岸工
理科 382
程专业
录取院校：
厦门工学院工程管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母发生车祸，欠下大笔
家庭贫困状况：低保户,
奶奶在家务农，爷 医药费，
无力偿还。父亲腿部因车祸致残无劳
爷去年脑出血，二级残疾，母亲今年患乳腺癌
动能力，
母亲体弱不能干重体力活，
家里无房、
刚做完手术需要进一步治疗，全家就靠父亲 无稳定经济收入。父母因车祸遗留后遗症，
每
一人打工挣钱。
月还要花费大笔钱买药以及治疗。

19、蔡丽婷（顺昌县）

11、林萍（邵武市）

12、王学敏（武夷山）
理科 546
录取院校：
福建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家中共 5口人，母亲右手
残疾，奶奶为聋哑人，都无法工作。弟弟马上
上初三，家中经济主要靠父亲打零工，且父亲
身体不好，
无法同时供我和弟弟读书。

13、毛玉莲 武夷山）

（
理科 416
录取院校：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英语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奶奶已 92岁高龄，体弱多
病，
家庭收入比较单一，
靠农田或是打工，
劳动
力少，
年收入低于最低保障，
为市建档立卡户。

14、彭钰娟（武夷山）
文科 459
录取院校：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 金融
学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家中 4口人，父亲股骨头
坏死，无劳动能力，妹妹读幼儿园，家中仅靠
母亲一人打工维持生计，属低保户家庭。

15、袁小芳（武夷山）

20、李诗晴（顺昌县）
理科 538
录取院校：
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意外导致大脑及视
神经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丧失了劳动能力
且常年服药。弟弟在上学，目前家中仅靠母
亲一人打工维持。

21、徐雯鑫（顺昌县）
文科 476
录取院校：
三明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母亲患乳腺癌，父亲体弱
多病，妹妹在上学，为供我和妹妹上学及母亲
看病，家里欠下了债务，还要赡养年老的爷爷
奶奶，无力支付我上大学费用。

22、李雯娟（顺昌县）
理科 453
录取院校：
福建警察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母亲去年生病自杀，两个
双胞胎弟弟刚上小班，父亲一人赚钱养 3个孩
子，生活困难。

23、张玉敏（顺昌县）

文科 505
理科 446
录取院校：南昌师范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
录取院校：
延安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提前批）
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2012年父亲去世，家庭欠
家庭贫困状况：爷爷奶奶年迈无劳动力， 外债 9万余元，靠母亲一人在城关打零工维持
父亲在去年摔倒，腰摔伤，严重影响工作能
全家生活，家庭生活困难。本人高中三年靠
力，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国家助学金资助完成学业。

录取院校：
福建师范大学财政管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因患有精神疾病而
丧失主要劳动力，仅靠种几亩田为生。一切
开销由母亲一人打零工一年挣四五千元维持
三姐妹的生活。

25、周颖（浦城县）
文科 516
录取院校：
福建师范大学金融学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2016年，母亲在家中摔
倒，造成颅脑严重损伤，在医院治疗花费巨
大，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妹妹也还在上
学，且母亲后续治疗花费大。

26、林静萍（浦城县）
文科 534
录取院校：
沈阳大学财政学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母离异，家有年迈的奶
奶，奶奶身体不好，长年吃药。父亲是二级伤
残人士，患有癫痫，丧失劳动力，而且还需要
长期精神上的药物来抑制病情发作。无收
入，属于低保家庭。

27、王欣语（浦城县）
文科 538
录取院校：
江西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母亲生育期间未照顾好
身体，落下许多病根，现在腰椎，颈椎突出，不
能做重活，只能做点临工补贴家用。父亲为
了家庭日夜奔波，之前手术暂时治疗好的肝、
胆结石现在又复发了，即将要进行又一次手
术和长期的药物治疗。

28、伍梦琪（光泽县）
理科 428
录取院校：
武夷学院土木工程
家庭贫困状况：爷爷患有淋巴癌，奶奶抑
郁症，家庭十分困难。

29、吴琦（光泽县）
理科 378
录取院校：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
家庭贫困状况：因父亲死亡，母亲改嫁，
现在由姑妈抚养。

30、谢雨欣（光泽县）
理科 423
录取院校：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人力
资源管理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因突发疾病死亡，母
亲一人抚养他，家庭十分困难。

31、元才香（光泽县）
理科 414
录取院校：燕山大学里仁学院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出车祸，母亲患有间
歇性精神病，家庭极度困难。

16、吴沁怡（建瓯市）

24、杨丽英（浦城县）

32、刘羽璇（松溪县）

理科 536

文科 509

理科 383

录取院校：
厦门华夏学院制药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一级残疾，姐姐二级
残疾，姐姐儿子也是残疾，靠母亲微薄收入维
持生计，
为低保户。

33、杨婉妍（松溪县）
文科 560
录取院校：
福建农林大文化产业管理
家庭贫困状况：姐姐读大学，父母常年在
外打工，爷爷股骨头摔断，奶奶身体差，家庭
经济困难。

34、龚汶璇（松溪县）
文科 477
录取院校：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汉语言文学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生病去世五年，妹妹
上一年级，
靠母亲一人微薄工资维持生活。

35、朱菲（松溪县）
文科 540
录取院校：
泉州师范学院广播电视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爷爷是重度残疾，母亲家
庭妇女，
靠父亲一人打工维持家庭生活。

36、李洁 松溪县）

（
理科 558
录取院校：
福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专业
家庭贫困状况：父亲患脑血管堵塞，先后
到南平、福州等地治疗，还未康复，母亲家庭
妇女，奶奶年纪大，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37、郑得芳 政和县）

（
文科 455
录取院校：
三亚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家庭贫困状况：家庭因自身发展动力不
足致贫，
为国定建档立卡户。

38、邓诗芳（政和县）
理科 386
录取院校：
福州阳光学院 商务英语
家庭贫困状况：从小父母离异，父母离家
数年，未给过抚养费。

39、张荣楚 政和县）

（
理科 471
录取院校：
莆田学院临床医学
家庭贫困状况：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一
共 5口人，父亲为主要劳动力，母亲做零工，家
中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家庭负担极重。

40、李霜 政和县）

（
文科 460
录取院校：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 金融学
家庭贫困状况：靠父亲打零工维系生活，
收入微薄，
家庭生活困难，
纳入低保户。

41、徐礼芳（政和县）
文科 482
录取院校：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会计学
家庭贫困状况：家庭因为自身发展动力
不足致贫，
为国定建档立卡贫困户。
暂住姑姑家，靠姑姑资助完成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