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6.
13

星期四

【

02 MINBEIDAILY

本市新闻
B
E
NS
HI
XI
NWE
N

编辑部主办

】

电 话 ：88
2
07
07

责任编辑：
裴礼辉

责任校对：
姚俊云

浦城电子商务
网上销售火爆

自买清洗机、水泵和水枪，
延平区西芹镇长建村——

“洋女婿”热心村庄
“大扫除”
眼 下 ，延 平 区 西 芹 镇 长 建 村 正 在 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百人大会战”，来自美
国的“洋女婿”汤姆和妻子陈芳也主动参
与其中。1
2日，记者到达长建村时，夫妻
俩正帮助村民杨春香清理后院的空地和
水沟。雨水淅淅沥沥打在雨衣上，汤姆
依旧仔细地来回清洁地面，不放过任何

角落。
20
17年，汤姆第一次陪妻子回娘家。
有一天，他看到村里有位老人因地面随处
可见的青苔而滑倒，便萌生了清理这些青
苔的想法。
20
18年 1
0月，汤姆在美国购买了一台
高压清洗机、一台通用水泵和一把高压水

打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
建阳实施公益性水利设施社会化管护机制

让农田水利更有保障
本报讯

6月 4日上午，位于
建阳区莒口镇樟布水源左干渠东
山村段现场，工人们正在忙着清
理沟渠的杂草和淤泥，锄头飞舞，
钩机轰鸣，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原来杂
草丛生的沟渠，面貌一新。两岸
干净、渠底清澈、流水潺潺，一望
无际的农田构成了令人赏心悦目
的一景。
东 山 村支 部书 记 赖周 明 介
绍，樟布水源加固工程是 2
012年
实施的，
由于村财有限，
没办法进
行管护。现在，区水利局实施公
益性水利设施社会化管护机制，
让专业的公司帮助村里清理沟
渠 ，减 轻 了 东 山 村 的 负 担 ，让
34
00亩的田地供水需求有了保
障。
据了解，为深化小型水利工
程管理体制改革，今年 2月建阳
区作为全省试点，制订出台了公
益性水利设施实行社会化管护实
施方案，
因地制宜建立专业化、社
会化等多种形式的工程运行管理
模式，将水库、渠道、防洪堤的日
常管护工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
托给社会化第三方，提高管护水
平、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提高
农业供水效率和效益，促进农村
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助
推乡村振兴。
“全区现在有 4个班组在作

业，两个在莒口，另外两个分别在
崇雒和水吉，根据现在的施工进
度，预计全区小型农田沟渠全部
清理完毕需要 2个月的时间。”福
建恩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班
组负责人一边现场指导施工一边
介绍，建阳全区列入 201
9年社会
化管护实施方案的公益性水利设
施有水库 4
5座，灌溉主干渠 235
条、长度 4
63.
32km，防洪堤 1
9处、
长度 4
9km，渠系水工建筑物 521
处，涉及灌排面积 20
.
27万亩，总
费用为 4
00余万元。
近年来，建阳区水利局全力
以赴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和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工程建设，确保
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解决“因水不
兴，因水致贫，
因水不稳”的问题，
提高用水保障率，增强农田抗灾
能力，充分发挥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防洪、排涝、灌溉等综合效
益，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促
进我区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为推动综合治水工作，
在省
水利厅的支持下，我区从机制体
制创新入手，以开展公益性水利
设施社会化管护为抓手，积极主
动解决水利设施重建轻管问题，
确保全区水利工程长久发挥效
益。”
建阳区水利局局长全祖梁介
绍道。

（邓雪 黄子荣）

“政和白茶”推介会将在榕举办
本报讯

12日，笔者从政和县
茶业管理中心获悉，以白茶为媒
介、以竹为载体，政和县将于本
月2
2日至 23日在福州三坊七巷
举办“政和白茶”推介会，为榕城
市民展现政和白茶悠久的历史
文 化 ，感 受 政 和 白 茶 的 独 特 魅
力。
政和县是“中国白茶之乡”，
产茶历史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时
期。届时，政和县将组团当地多
家知名茶企及竹企亮相三坊七
巷，借助三坊七巷景区的影响力
和庞大的客流量，进一步扩大政
和白茶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助

推政和茶、竹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政和县着力打造政
和白茶品牌，连续举办七届政和
白茶斗茶赛，组团参加境内外举
办的重要茶展、茶叶博览会等，
多渠道推介政和白茶。20
18年，
政和白茶品牌价值高达 46
.
17亿
元。今年 5月 9日，2
019中国品
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政和白茶
名列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
单第 61位。该信息的发布，是对
政和白茶品牌价值“含金量”的
又一次印证。
“ 政和白茶，中国味
道”已成为一张响亮的名片。

（徐钊）

科技让油茶树变成“摇钱树”
（上接第1版）

“我们的产品
自推出以来，线上线下的反响都
很好。去年 5月，还被中国质量
认证监督管理中心和中国企业
信用评估中心评为中国绿色环
保产品。”吴祥高兴地说，
“ 目前，
我们已经研发推出了 1
2种产品，
在北京、广州、深圳、福州、厦门
等大城市的高端市场销售。而
且，企业还与中国烟草、福建农
商银行、江苏华西村开展合作。
”

为了稳定茶油籽原料供应，
公司联合 6
0户林农成立了茶洋
茶籽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当地政
府的支持下，通过“公司+基地+
农户+市场”模式，在延平区的夏
道、南山、大横、樟湖和建瓯市的
迪口等 7个乡镇建立了约 2.
5万
亩生态有机茶籽基地，带动周边
15
0多户农民参与油茶产业的发
展。
☉

本报记者 卢国华

序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编号

1

福建省中易竹业
有限公司

35
030
120
140
003
409
、
35
030
120
140
003
455
、
350
301
201
400
039
83

2

福建森大木业
有限公司

350
101
201
400
018
74

3

福建森大木业
有限公司

350
101
201
400
072
57

在见识到高压清洗机的“威力”后，越
来越多的村民愿意接受这位“洋女婿”的
“上门服务”，这也让原本计划 12日回美国
的夫妻俩改变主意，他们决定帮村民们都
清洗完再离开。这些天，汤姆和陈芳还将
村里的水沟、墙角甚至是村里的公告栏都
仔细清洗了一遍。
据估计，
从 7日到 12日，
汤姆夫妇共清
洗村庄道路及村民房前屋后水泥坪面积达
38
00多平方米，清理水沟 6
00多米。
☉

严岚 陈茂军

南平高速打响省际站撤站“第一枪”

并征求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意
见和建议。”季勇介绍说，浦
城县电子商务协会的会员现
有8
8家，这些电商会员对促
进就业、增加收入、农产品销
售和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为促进电商产业快速健
康发展，浦城县商务局根据
浦城县实际，加大了电商孵
化园的招商力度，20
19年新
引进福建省安鑫电子工程有
限公司、福建南平域诚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福建浦城县
睿哲博服装贸易有限公司等
6家电商企业，销售产品涉
及食品、浦城特产、电子设
备、眼镜、服装等。
“对于新引进的电商企
业，我们电商会员可以销售
他们的产品和品牌，他们也
可以带动浦城农特产品和工
业产品的销售，又壮大了电
商产业规模，可以说是多方
共赢。”季勇说。目前，浦城
县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现
省商务厅将浦城县项目申报
材料呈报国家商务部，等待
批复。

（吴勇君）

新闻套餐
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讯

12日，福建省取消高速公路省际收
费站南平长深闽浙站工程项目正式开工，这是南
平高速率先在全省打响高速公路省际站撤站的
“第一枪”。
该项目的动工标志着省际站撤站工作取得
实质性进展，工程包括 ETC门架系统建设、站点
机房建设等，建成后将替代现有的省际口收费
站，实现省界不停车收费，预计 7月完工，为进一
步撤站打下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取消收费站不等于取消收
费，而是撤销省界主线实体收费站，设置省界虚
拟站，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感应的龙门架，实现与
周边省(
市)
高速公路联网运营。车辆在通过省界
时，无需停车，也不要通过任何实体收费站，道路
系统会直接读取车辆信息，按照进站识别、路径
识别的方式在出站口收费。据了解，今年年底，
南平境内 6个闽赣、闽浙省际收费站将完成撤站。

（朱宇 张勇 文/摄）

（上接第1版）

有医患纠纷， 室。
《派驻医院调解室，纠纷预防
找中心。在南平，
这已经成为医 新探索》论文分别在“第五届全
患双方的共识。在中心的走廊 国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上密密麻麻地贴着数位调解员 和国家司法部在南宁举办的“全
和几十位南平各医院医疗专家 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理论研讨
的信息。龚选民介绍说：
“ 中心 会”获奖，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
实行‘点调制’：
患者可以自主选 和赞扬。
择调解方式，可以选择调解员和
在强化功能配置上，
中心创
医学、法学专家，在调解过程中， 新了“八进中心”，即调解室、警
患方如有正当理由，
还可更换调 务室、巡回法庭、医学专家咨询
解员。”
室、法律援助室、心理咨询室、仲
在进入专家咨询阶段，
对专 裁室、医学专家视频室进中心；
家的选择采取医、患双方各选 1 在理赔支付方式上，
中心创新了
名，
中心指定1名，
由3名专家组成 医患纠纷理赔专项资金和应急
专家组，
使专家的咨询意见更有公 资金制度，
确保了医患纠纷当天
正性，
也易被医、
患双方接受。
调结，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各地
正是这种第三方客观中立 调结后赔付不及时的执行难题
的做法为“南平解法”赢得了许 问题，成为调解医患纠纷、做好
多赞誉。如今，南平地区的医患 维稳工作的辅助性手段；
在资源
纠纷已由原先中心介入转变成 均等化上，
中心创新建立了市、
县
患者家属主动上门要求调解。 （市、区）两级医学专家咨询视频
网络系统，
以解决县（市、
区）级专
家少、
咨询难的问题；
在纠纷预防
中心创新了一套
“抓早、
抓小、
今年 1月 22日上午，
南平仲 上，
的有效方法，
通过组织调解
裁委员会“医事仲裁调解中心” 抓了”
人员定期走访医院，分析易发纠
授牌仪式在延平区举行。
“医事仲裁调解中心”为福 纷的部位、过程、环节，结合医院
建省首创，是医患纠纷“南平解 工作进行纠纷预测，并及时提出
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除行政调 整改意见，指导医院完善预防工
解、人民调解和诉讼之外的又一 作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
种处理医事纠纷的新途径。国家 患纠纷发生……
正是创新了这些医患双方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专门做了批
都能普遍接受的“样本”
，
原本棘
示，
号召全国向中心学习。
这只是中心创新工作的一 手的纠纷得到妥善处置。在全
个缩影，在不断探索工作过程 国医患纠纷问题仍然不容乐观
南平市医患纠纷的激
中，中心还创新了“派驻医院调 的情况下，
解室”新模式，在建阳区医院设 烈程度却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
立 了 全 国 首 家 派 驻 医 院 调 解 趋势，医患关系逐年好转。

大胆创新，服务发展大局

债权转让暨债务履行催告公告
根据南平城矿物质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与松
溪县永晟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南平
城矿物质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债权依法转让给松溪县永晟贸易有限公司。南平城
矿物质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与松溪县永晟贸易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及其他相
关各方。
松溪县永晟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枪和配套的管线，
寄往福州，请妻子的朋友
帮忙签收。几经波折后，这些清洗设备终
于在今年春节后到达长建村。
端午节前，
夫妻俩回到长建村，便抓紧
时间将设备整理好，打算开始帮助村民清
洗路面的青苔和淤泥。
“刚开始，不少村民
是拒绝的，
一方面是怕麻烦，另一方面也是
觉得自己能做的事不好意思麻烦别人。
”
陈
芳说。对此，夫妻俩决定先把自家门前屋
后清理干净，再到愿意接受他们帮助的邻
居家帮忙清洗。

本报讯

1
0日，笔者从浦
城县商务局获悉，今年以来
浦城县电子商务工作稳步提
升，网上销售火爆，第一季度
网上零售额1.
1
7亿元，
同比增
长2
1.
9
%，
在全市排名第5位。
“今年网上零售增长加
速，与局里落实电商补助政
策、采取多项举措是分不开
的。”浦城县商务局局长季勇
说，今年 3月份，为第一批 5
1
个电商站点中 4
6个资料提
供齐全、验收合格的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站发放建设补助
款共 2
3万元，有力地支持电
商创业和省级农村电商服务
站点的建设。
据悉，为促进浦城县电
商产业发展，提升电商创业
者的经营水平，培养更多优
秀的电商人才，浦城县商务
局还积极组织开展电商培
训。今年以来，已经举办了
9期电商培训班，共有 6
00多
人参加了相关培训。
“下阶段,
我们将充分调
动县电子商务协会的作用，
同协会一起深入各电商企业
进行走访调研，组织召开座
谈会，及时了解电商会员的
发展情况及存在什么需求，

立即向松溪县永晟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南平城矿物质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松溪县永晟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债权受让方松溪县永晟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联系人：江章平 电话：13809599586
住所地：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松源街道城北路
50-37
、50-38号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人
35100620140008789
、
福建省中易竹业有限公司、
2
014
090
9-1
、
陈小明、叶荣、刘圣炳
3510062014001021
20141111
、
福建省中易竹业有限公司、
3500120140005876
、 福建省南平金企融资担保有限
3
501
201
400
018
74-2
公司、刘圣福、李试忠、张洁
20141111
、
福建省中易竹业有限公司、
350022140025468
、
刘圣福、李试忠、张洁
3510012014025378

乘风破浪立潮头 扬帆起航正当时
（上接第1版）

此时，泉州银行南平分行
该行针对民营、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
刚刚成立，
该行营销团队积极走访企业，主动 “短、小、频、急”的特点和
“缺信息、缺信用”的
开展服务，简化贷款流程。该行短时间内为 弱点，深耕地方民营、小微市场，结合地方产
企业放款 1
900万元，
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 业特色，
因地制宜创新信贷服务方案。
此外，该行积极对接地方商会，进行定期
该行针对小微企业普遍反映的融资困
交流，与南平市融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达成 难、还款压力大、续贷难等难题，
适时推出“限
合作，直击小微企业轻资产担保痛点。
时审批”
机制，
根据民营、小微企业实际需求，
截止 201
9年 5月末，在短短的近一年时 合理配置流动资金贷款的期限；进一步打响
间内，该行小微
“两增”贷款余额为 0
.
85亿元， 泉州银行无还本续贷产品——“无间贷”品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2
.
98亿元；制造业表内外 牌。
用信余额 2
.
15亿元。
此外，该行进一步健全民营、小微企业贷
款利率管理，提升差别化利率定价能力，努力
将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农业是南平的特色产业，泉州银行南平 切实降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分行加大创新力度，
以涉农、绿色产业拓户为
目标，2
019年至今累计发放“普惠系列”贷款
51笔，授信金额 3
62万元，户均 7
.
09万元，用
一年来，泉州银行南平分行坚持履行社
信余额 254万元，其中“惠民贷”34笔，
“ 惠渔 会责任，坚持以实际行动表达感恩、回馈社
贷”1笔，
“惠农贷”17笔。
会。
在延平区樟湖镇，不少原本养猪的农户
该行传承泉州银行社区金融理念，以
“服
拆掉了猪栏，建起了养鸭场。结合这一情况， 务市民、服务中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泉州银行南平分行营销人员深入服务，为镇 为已任，在分行营业部设立一站式非金融服
上多户养鸭农户办理了五万元的
“惠农贷”
。 务平台，针对南平大众非金融增值服务的需
20多岁的陈建在镇上 3
16国道边建了两 求特征，
在满足
“大众”需求的前提下拓展
“小
个养鸭棚，每个鸭棚可以养 300
0多只鸭子。 众”发展空间，推出少儿辅导班、中考咨询讲
在泉州银行南平分行工作人员上门讲解后， 座等儿童专项金融服务，老年人合唱团、太极
陈建果断办理的该笔贷款。不到半年的时 拳班等老年人专项金融服务，增值服务品牌
间，一个新的大鸭棚建好了，养殖数量比原本 形象，成为了一家倍受客户好评的有温度的
翻了一倍。
银行。
陈建告诉记者，这个贷款随借随用，
不用
傅永明表示，泉州银行南平分行未来将
抵押，放款很快，这正是农民需要的贷款模 以延平区和武夷新区为支点，持续覆盖南平
式。据该行工作人员介绍，对于樟湖养殖户 其余活跃的县域经济体，进一步服务社区，坚
的支持泉州银行做在了最前边，现在已有十 持走进居民、走进企业、走进百姓，努力打造
余户养鸭农户正在申请办理该项贷款。
出一个区域精品银行。 ☉

践行普惠金融 加快金融服务创新

聚焦社会民生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许斌 吴皇鑫

光泽县自然资源局公告
下列申请人已向我局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了，我局已受理。自本公告
之日起一个月内，利害关系人可向我局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
据。本公告期满后，我局将依据房屋产权人申请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附：申请人及房地产基本情况

原土地 土地坐落
序号 申请人 使用权人
01 宋焕琴 魏美凤

现房屋
原土地
所有权证号 所有权证号 备注

光泽县坪山
光房权证字
路横街 4
4号
第 201
00
5
89号
1幢 2层 20
4室

特此公告

版权声明：闽北日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为保障各项检测任务有序开展，保证检测数据
质量，建立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松溪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于去年3月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
今年4月底，省级专家对中心工作人员业务技能、实验
室环境、仪器设备以及实验室管理等进行了严格细致
评审。6月4日，松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最终审
定，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李峰）
●10日，武夷山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全体干部职
工开展老干部工作政策业务考试。这是该局今年
开展“业务大学习、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活动
以来检验老干部工作政策业务知识学习成效的一
项举措，不仅让参考人员更加清晰了自己的业务漏
洞外，也明确了今后业务学习的方向和内容。
（程丽香）

光国用
因与原户主
（201
1
）
联系不上
第9
4
7号

光泽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5日

遗 失 声 明
●龚兰凤，不慎遗失福建禾华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 票（自 开）”购 房 发 票 联 壹 张 ，发 票
号码：0
0
24
323
5，开票日期 20
18年 5月
18日，金额为人民币 8
05
28元，现声明
作废。
●徐璐，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壹 份 ，身 份 证 号 ：
35
07
02
19
94
04
04
03
43
，
有效期限：
20
10年
8月13日-2
02
0年8月1
3日，
现声明作废。
● 黄 荣 芝 ，女 ，身 份 证 号 ：
35
21
24
19
64
04
10
03
2X，不慎遗失《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壹本，证书编号：闽
G7
14-012
61
，
现声明作废。
●南平市人民医院，不慎遗失医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副 本 壹 本 ，登 记 号 ：
49
00
10
88
43
50
70
03
14
03
1，
现声明作废。

●母亲：孙璐，父亲：李孟男，不慎
遗失其儿子出生证壹本，出生证编号：
O3
503
68
53
9，
现声明作废。
●母亲：杨映红，父亲：詹新华，不
慎遗失其女儿出生证壹本，出生证编
号：Q3
50
24
49
08，现声明作废。
●武夷山三曲茶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壹枚,
形状、材质：圆形、橡
胶，内书：武夷山三曲茶业有限公司，
现声明作废。
● 建 瓯 市 简 爱 摄 影 店 ，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壹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
2
350
78
3
MA2Y6RR7
7F，现
声明作废。
●母亲：张素洁，父亲：张继弘，不
慎遗失其女儿出生证壹本，出生证编
号：P35
03
28
77
3
，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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