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8日，宁德市城市管理局东侨分局联合宁德大弘朗洁环保有限公司在亿利城一
期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居民环保意识，营造“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浓
厚氛围。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本报讯（张文奎 刘毅）昨日，
记者从东侨城管部门获悉，截至
目前，东侨开发区已在泰禾红郡
等 24 个小区，新建成 30 座垃圾分
类屋。

2022 年，根据市委、市政府关
于垃圾分类工作的决策部署，东
侨开发区紧密围绕任务目标，稳
步提升垃圾分类工作水平，积极
开展垃圾分类市场化服务和垃圾
分类屋建设工作。

近期，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提高小区生活垃圾利用率和
无害化处理率，市城市管理局东侨
分局要求施工单位增加班组，在华
府豪庭等小区加班加点建设垃圾分

类屋。通过半个月的努力，完成10
座垃圾分类屋建设，为提高垃圾分
类水平打好坚实的基础，让居民拥
有更美化舒心的居住环境。并安排
专业垃圾分类服务企业进驻小区引
导居民正确分类，开展入户宣传活
动，提高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
确保垃圾分类屋干净整洁。

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垃圾分类
屋建设工作，联合社区、物业及业委
会通过入户调查，开展宣传活动，组
织座谈交流等方式，解决垃圾分类
屋选址难统一等问题，实现东侨开
发区垃圾分类全覆盖，构建垃圾分
类闭环体系，打造绿色低碳宜业宜
居的先行区。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1 月 30 日，由福安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福安市残联等十个部门举办
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在福
安市人民广场举行。

本次招聘会有 150 多家企业参加，为求职者
设立 6600 多个岗位，招聘工种有电机电器、电子
商务、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等。此次招聘会现场还
为残疾人设置福利企业招聘专区，其中龙丰机电、
宏华电器、恒利机电、大川电机、福旺电机配件有
限公司等 5 家集中安置残疾人企业，设置冲床工、
压片工、车床工、仓管员等 16 个工种 47 个残疾人
就业岗位。来自福安的 300 多位残疾人先后到场
应聘。我市每年举办的“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专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搭建了交流平
台，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借助招聘会这一平台，成功
找到就业岗。

福安市举办2023年“春风行动”
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

1 月 29 日，福安市甘棠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一期）开工建设。甘棠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一
期）投资约 3.85 亿元，包含老旧小区交通、水环境
提升等，其中改造市政道路 5 条，分别为沁春大
路、西宁路、财贸街、北大路、西安路，全长约 3576
米，主要进行道路沥青加铺、人行道改造、强弱电
管线下地、绿化景观提升等，水环境提升方面将对
甘棠古城堡及周边雨污管网进行分离改造，整体
提升居民生活环境。

□ 陈澄

日前，为贯彻落实“扫黄打非”工作，进一步营造
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由柘荣县宅中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牵头，联合乡社会治理办、派出所、司法所等
部门开展“扫黄打非·清源”专项行动暨节后安全生
产检查。

行动中，检查组先后到学校周边商铺、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各村农家书屋等地翻看书籍是否存在
违规、淫秽色情等内容，坚决打击非法出版物；检
查出版物中是否含有低俗色情、暴力恐怖等危害青
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查看出版物、印刷品、消防
安全等情况以及周边是否存在散发、赠送、摆放有
害出版物行为。

“我们将不断加强日常管理、落实主体责任，
坚决打击各类非法出版物，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持续净化辖区文化市场环境。”宅中乡党委委员
陈兴国说。

下一步，宅中乡将建立健全“扫黄打非”工作机
制，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突击检查、普法宣传等工
作，不断提升文化市场监管效能，严厉打击“黄”“非”
行为，切实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 陈婷

柘荣宅中：

开展“扫黄打非”行动

福安甘棠镇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一期）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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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岩村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
简称经合社）成立三年来，共盈利 250 万
元。”1 月 29 日下午，福安南岩村党支部
书记、经合社理事长王信华向参加第一
次股东分红大会的村民代表报告经合社
经济收支情况：“经研究决定，留足各项
村内发展所用资金，按照经合社每股200
元标准，共为首批650名入股村民发放分
红13万元。”

王信华话音刚落，现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随后，村民有序到村委楼前领取分
红。“我共分到 1200 元，这是经合社成立
以来首次分红，大家都很开心，经合社制
度十分适合南岩村。”村民王铸旺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王铸旺口中的经合社前身是南岩村
全民合作社，2019年底，为顺应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村里组建了经合社。“组
建经合社的目的在于抱团发展。”经合社
首届理事长王兴宁介绍，全村 335 户，每
10 户选一名代表，再从推选出的 33 名代
表中选举产生 7 名理事会成员、5 名监事
会成员。

组织架构建立了，如何让村民积极
参与？“经合社是代表全体村民的经济利

益共同体。”王兴宁说，将 1203 户村民纳
为经合社股民，每人一股，每股 200 元。
同时，从乡村振兴相关扶持资金中拿出
一定比例，组成原始资本，纳入经合社统
一经营管理，村民占股 70%，集体占股
30%。此外，经合社对村集体所有的山、
田、宅基地、房屋等资源统一进行流转、
经营运作。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
股民’是南岩村经合社的‘三变’改革路
子。”南岩村在外乡贤、福建省乡村振兴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胜熙一语道破经合
社发展“密码”。

“综改”一子落，下活发展“一盘
棋”。三年多来，经合社作为南岩村集体
经营管理发展平台，融合三次产业，挖掘

“红色文化、古村落文化、传统建筑文化、
农耕文化”，孕育出研学、文创新产业新
业态，多措并举，带动村民增收，促进乡
村振兴。

“这次分红让村民真真切切感受
到经合社发展带来的红利，也增强了
村民的凝聚力。”在村民王树锋看来，
这几年，村里焕然一新得益于经合社
的运作让村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
村民王安铃也有切身感受：“现在，

只要看到地上有垃圾，村民都会自觉清
扫，村民‘主人翁’意识增强了。”

“经合社不仅是全体村民的经济
利益共同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提升
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保障。”王
胜熙说，由 33 个理事共同决议的经合
社 12 项制度，内容涉及移风易俗、乡
风文明。

目前，经合社吸纳了10多名志愿者，
他们与村内志愿者服务协会、妇女联合
会相互协作配合，促使村内文明风尚更
好。“村里还探索将合作社的经营收益分
配与遵守村规民约、‘门前三包’、垃圾分
类投放紧密挂钩，激发村内治理内生发
展动力。”王兴宁介绍。

“颜值”陡增，人气随之而来。春
节期间，王兴宁每天都很忙，“从大年
初一到初八，我家的民宿每天爆满。”
王兴宁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游客需求，
目前，由经合社供料的几栋民宿正在
如火如荼建设。

□ 陈雅芳 林泽锦

福安南岩村：

新型集体经济“结硕果”村民喜获“分红款”

本报讯（记者 吴枋宸）人勤春来早，
项目“加速跑”。新春伊始，我市各大重
点民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1 月 30 日，
在宁德市郊野公园一期工程（钱岩山闭
环段）项目施工现场，一台台挖掘机在点
位轰鸣作业，一辆辆运输车在工地往来
穿梭，工人忙着开展施工进场前的“三通
一平”工作，并开展公园一期主广场部分
土地平整、栈桥桩基放样等工作，预计今

年下半年正式动工建设。
“宁德市郊野公园项目是我市‘为

民办实事’民生工程，为加快项目推进
进度，市住建局在节后复工第一时间
组织各相关部门研究推进项目实施，
建立周例会机制，并制定实施计划，明
确各倒排节点任务，全力加快推进项
目落实落地。目前，一期工程前期施
工准备工作正有序进行。”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宁德市郊野公园项目拟建

于宁德市主城区东侧，北起钱岩山，途
径鳌江村、金马海堤、东湖九孔水闸、金
蛇 山 ，终 于 贵 岐 山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19.2503 公顷。项目分为三期建设，其中
一期工程（钱岩山闭环段）建于钱岩山
区域，步道全长 3.5Km，建设包括 1 个主
出入口、4 个次出入口，6 个主要景观节

点，1 个驿站及 4 个卫生间等景观配套
设施。二期工程（露营基地至金蛇山
段）拟建于鳌江村至金蛇山区域，三期
工程（贵歧山段）拟建于贵岐山区域，用
地总面积 3.9819 公顷。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项目周边自然生态修复和
环境优化，满足新区、学校、居民教育科
普、游憩休闲、健身需求，对打造宁德新
名片有重要意义。

宁德市郊野公园项目加快推进“三通一平”
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动工建设

东 侨

稳步推进垃圾分类屋建设

近年来，工商银行宁德分行积极服
务宁德市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各县域小
微企业、涉农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以深
耕普惠的专注、求新务实的匠心，联动
政、担、企多方力量，倾力推动普惠金融
服务提升工程，进一步聚合更多力量服
务涉农经济主体，在闽东大地的青山碧
海中，走出一条宁德工行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特色之路。据了解，2022年，该行

涉农贷款当年增长超40亿元，增幅27%；
普 惠 贷 款 总 量 较 2019 年 初 增 幅 达
331.31%。

宁德枕山襟海，农业多样性资源丰
富，但乡镇产业却普遍存在“缺乏有效抵
押物、风险较大、达不到贷款门槛”的融
资痛点。如何破题？

宁德工行将破题的关键落点于金
融服务宁德市县域乡镇产业发展上，聚

焦“8+1”特色产业，充分把握宁德市县
域乡镇产业特色多、工业园区活力强、
四大主导产业“生态圈”广的优势，为本
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锚定了基本发展
思路。近年来，该行将落实总省行城乡
联动战略与区域特色相结合，立足各县
（区）域资源禀赋开展调研，制定“一行
一策”。在市委、市政府、担保公司和保
险机构的支持和联动下，该行聚焦农村
生产要素盘活，坚持业务创新和流程改
造，陆续创新推出了渔排养殖贷、海参
仓单贷、菌菇贷、葡萄贷、菇棚贷、白茶
e 贷等 20 项创新普惠贷款产品，形成了
绿色“山 e 贷”、蓝色“海 e 贷”、金色“园
e 贷”、银色“房 e 贷”等“四色”系列普惠
金融产品，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宁
德工行普惠样板。其中，蓝色“海 e 贷”
项目、渔排养殖贷、葡萄贷、福鼎白茶 e
贷等多项产品获省、市专项表彰，得到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工商银行宁德分行通过
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动，积极
开展涉农供应链融资业务拓展，推动
服务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同时，
积极发展线上特色融资业务，创新特
色资产抵质押方式，加速推动金融下
乡服务，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中贡献了金融
力量。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刘昕

工商银行宁德分行：

拥 青 山 碧 海 著 金 融 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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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了 2022 年第四季度“中
国好人榜”，来自宁德福安的女孩王林慧获评孝老爱
亲“中国好人”。

9年时光，当同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王
林慧要面对母亲常年瘫痪在床、父亲身体欠佳长期
住院的困境，早早扛起家庭重担。从初中起，她就带
母离家求学，无怨无悔照顾母亲，事事亲为，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女儿的爱与担当。

母女俩携手走过风风雨雨，她说：“有妈妈的地
方就是我的家。”

瘦弱的双臂撑起一个家
虽然生活压力大，但王林慧没有被困难击垮，她

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初中时，她写的作文《挫折与
成功》获得了第十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预赛
一等奖。初中毕业后，王林慧的成绩本可以上一所
不错的高中，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也想通过自己的
专业知识减轻更多人的病痛，她选择了闽东卫生学
校就读护理专业。

王林慧勤奋努力，成绩优异。在闽东卫生学校
就读的3年期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奖学
金并被评为“三好学生”，于2019年通过了护士执业
资格证书考试。

升入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大专后，王
林慧便带着母亲赴福州闽侯上学，在学校与出租
屋之间来回奔波。她每天早早起床，给母亲穿衣
梳头、洗脸刷牙、喂药吃饭。一放学，从学校食堂
打好饭就匆匆赶回家陪母亲一起吃饭，给她按
摩，一切收拾妥当后，才拿出课本学习。照顾母
亲的同时，王林慧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做到孝
亲学习两不误，年年都拿奖学金。为了节省家里
的开支，王林慧还参加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在寒
暑假期间去打工。

把爱心传递下去
如今，王林慧已经成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的一名规培护士。
得知自己获评“中国好人”，她既惊喜又忐忑：

“照顾母亲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我只是做了子女应尽
的本分，这个荣誉让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
了。”王林慧说，希望能把这份荣誉，连着许许多多帮
助过她的志愿者和好心人的善意，一同传递下去。

现在的王林慧温柔又坚强，新的一年，她对生
活也有新期待：“我即将独立当班，希望自己能把
工作做好，努力成为优秀的护理工作者，更好地为
患者服务。”

□ 本报记者 张颖珍

宁德女孩王林慧
获评“中国好人”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
婷）近日，在福鼎市政务服务中心卫健
窗口，福鼎市民郑金枝对材料最后确认
并签字后，成功领取了“我要开理发店”
证照。这也是福鼎市实施“一件事”审批
改革后颁发的首份“开店一件事”证照。

“效率太高了！从提交材料到领取
证照，一天内全部办完，马上就可以回家
开店了，很开心。”郑金枝笑着说。

作为宁德市先行试点县市，福鼎市
多年来持续深化“一件事”集成服务改
革，积极协调“一件事”套餐涉及的相关
部门会商，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共同推
动集成套餐改革落地。

据了解，本次“开店一件事”主要以
餐饮、美容美发、书店等高频行业为试
点，按照“一件事”理念，通过整合经办资
源，优化办事流程，关联事项跨部门同步
联办，实现个体户由准入阶段、准营阶
段、开业阶段申请三次跑多窗，到申请一
次跑一窗，有效缩减时间成本、提高办事
时效。

据福鼎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一窗通
办”窗口工作人员刘以凌介绍，此前，办理
理发店开店手续需要先到窗口办理设立登
记，审批通过取得营业执照后，再申请核发
卫生经营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办理周期
有时长达7个工作日。

“推出‘一件事’套餐后，群众可以把
所有部门需要的材料统一由综合窗口来
收件，经过综合窗口的系统对各个部门进
行分发，最终快速办理开证。”刘以凌说。

除了“开店一件事”，福鼎市通过整理
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事项清单，先
后推出“出租车驾驶证办理一件事”“出生
一件事”“助残扶残一件事”“开工一件事”

“个体工商户注销一件事”等136个“一件
事”套餐，并全部录入宁德市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其中，129 个“一件事”套餐纳
入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对外运行。

下一阶段，福鼎市政务服务中心将
继续补充完善“一件事”套餐，形成“一套
材料、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趟到底”服
务模式，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打造能
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便利福鼎”。

福鼎：

“开店一件事”
创 业 更 便 利

本报讯（季思婷）近日，柘荣团县委
开展“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活动暨“‘小
蜜蜂’新春暖冬行动”主题活动。

活动当日，柘荣团县委组织人员前往
快递驿站及外卖平台为20名快递及外卖
小哥代表送去防疫大礼包等慰问物资并
表达关心，有效加强与快递（外卖）企业的
联系，真正把关怀关爱传递到基层一线。
柘荣团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
挥团组织优势，切实为新青年提供优质服
务，让更多青年感受到党的关怀、团的温
暖，全面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柘荣团县委

开展2023年“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
活动暨“‘小蜜蜂’新春暖冬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