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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3 日，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将在
虎贝镇梅鹤村、金涵村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对供电设备实施检修作业。

作业期间检修范围内供电将会暂时中断，
具体影响范围可登录国家电网 95598 智能互动
网站（www.95598.cn）点击“服务与支持-电力服

务”，在“电网检修公告”界面进行查询，也可以
下载“网上国网”APP或关注福建电力微信公众
号进行查询。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2023年3月16日

电 网 检 修 公 告

福鼎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百胜新区 10 号的泰禾红郡项目原规划 363
号、511 号、575 号地下车位经现场核实已变更为地下室通道，不具备车位使用功能，以上三个
车位合计80.61㎡我公司作为公共配套设施无偿移交给本小区全体业主。

福鼎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6日

福鼎泰禾·红郡项目地下车位移交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23 年 4 月 6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在古田县
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开标室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处置方式
（一）拍卖标的
古田县泮洋乡曲斗水库清淤疏浚工程疏浚物处置权，清淤

疏 浚 淤 积 物 总 量 约 144543.8m3，其 中 ，淤 泥 实 方 量 约 为
57817.5m3，砂石实方量约为 86726.3m3（以实物现状为准，资源
储量仅供参考）。

（二）处置方式及处置期限
1.本项目由买受人与该水库清淤工程施工单位协同作业，

拍卖成交后由施工单位负责开展水库清淤疏浚，将清理出的疏
浚物堆放在临时堆渣场交付给买受人，买受人负责安排车辆在
临时堆渣场接收疏浚物并运输离开场地，买受人外运疏浚物需
自行解决运输道路等问题；买受人不得在场地内安装搭建设备
进行加工作业，加工场所自行选址，需合法合规；加工用电手续
由买受人办理，用电设备由买受人自行解决。

2.本标的实施与古田泮洋乡曲斗水库清淤工程同步进行，
即同时启动、同时竣工，买受人需与施工方共同明确整个项目
施工进度安排、日工程量、月工程量等要素，严格按照施工进度

做好工程计划、施工节奏，并完成项目竣工。
二、竞买人资格条件
竞买人资格要求：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法

人企业，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不接受被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列
入“黑名单”的对象、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或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对象申请参与竞买。

三、竞买人报名时间及资格确认
竞买人须于2023年4月6日上午11时前，向拍卖人提交相

应报名资料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140万元，竞买人符合竞买申请
条件的，拍卖人给予审核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拍卖起始价、增价幅度及确定买受人原则
拍卖起始价为347万元，增价幅度为2万元或2万元的整数

倍，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买受人。
五、本公告未载明的事项，以拍卖文件为准。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40号锦绣名苑1幢19层
联系电话：0593—2985606 联系人：陈先生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骑矮马、喂羊驼、看孔雀……仲春时
节，暖阳普照大地，周宁县李墩镇芹溪村
萌宠乐园内，羊驼、梅花鹿、矮种马等小动
物憨态可掬，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与野生动
物亲密互动。

“现在的孩子缺少感受自然、亲近自
然的机会，萌宠乐园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
良好契机，周末时带孩子来玩一玩，很有
意义。”游客周先生说。

近年来，为了丰富旅游业态，增强
自身“造血”功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芹溪村结合现有资源，引进乡村振
兴产业项目“萌宠乐园”，投资 80 万元
建成占地面积约 10 亩的乐园。自 2022

年 8 月开园以来，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打卡”，高峰期每日可接待游客 1000
人以上，预计每年可带动入股村民增收
1 万多元。

思源井、闽东苏区第六支队遗址、初
心亭、革命烈士纪念亭等红色文化景点，
保存完好的古银矿遗址遗迹……芹溪村
成为越来越多市民乡村游的目的地。

芹溪村旅游产业蒸蒸日上，只是李
墩镇全域旅游迎来发展契机的一个生动
缩影。

李墩镇位于周宁县西南部，距县城
10 公里。这里山川秀丽、溪涧纵横，其
中，楼坪村古民居、芹溪村古银矿遗址、

黄埔村北路戏等皆名声在外，拥有发展
全域旅游优越条件。然而，早年的李墩
因景点分散、交通不便、旅游基础设施
薄弱、休闲娱乐项目欠缺等，旅游产业
发展缓慢。近年来，李墩镇立足实际，
积极补短板强弱项，借力周宁县全域旅
游的东风，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景点，丰
富休闲娱乐项目，加快路网、停车场、游
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整治
周边环境，把年客流量 10 万人以上的旅

游板块串联起来，切实打造旅游精品线
路，持续提高旅游服务标准化水平，推
动旅游发展实现新跨越。

接下来，李墩镇将持续以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为抓手，做大做强旅游产业，让前
来游玩的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使全域旅游成为推动当地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动力。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魏知秋 李何颖

周宁李墩

全域旅游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蔡炜炜）春
光不负，农时不误。当前
正值春耕备耕重要时期,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
进 入 销 售 旺 季 ，3 月 15
日，古田县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对大桥镇
各农资经营门店进行检
查，详细核对店内的购销
台账，认真查验农资产品
进、销、存各个环节。工
作人员还向农资经营者
普及涉农相关法律法规，
督促农资经营者诚信守
法经营。

截至 3 月 15 日，执法
大队共检查农资经营企
业（经营者）32 家次，已抽
检农药样品 5 个、肥料样
品 2 个、兽药样品 2 个，责
令整改经营企业4家。

据了解，古田县将严
格按照福建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 2023 年农资打假
保春耕专项治理行动和
2023 年农资质量执法抽
检计划的要求，采用“双

随机 一公开”的形式，狠抓农资
市场打假工作，规范农资市场秩
序，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农业生
产安全和农资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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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春耕时节，柘荣县宝鉴宅村畲药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时节覆膜、栽
苗。目前，基地种有太子参、铁线莲、南天竹、黄精等150亩，按照“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见习记者 陈祎凝 通讯员 马启晨 游芳芳 摄

3月12日，霞浦县松山街道塔下村菜地里，农民对豌豆进行浇水。连日来，霞浦县农民们紧抓农时，对蔬菜加强管理，处处呈
现春忙的景象。 郑培銮 摄

本报讯（记者 林鼎）3月15日下午，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吴卫云带领相关市直单位负责人深入兰
溪片区督查创城工作。

吴卫云一行先后到海天农贸市场、文笔嘉园小
区、南华花苑小区、长兴城A区、国泰小区、五里亭小
区等地，仔细查看占道经营、空中飞线、消防安全、交
通秩序、环境卫生等情况，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
环节，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吴卫云强调，目前，我市创城工作已经到了冲
刺阶段，各责任单位要严格对照标准找差距补短
板，下足硬功夫。要充分发挥社区、共建单位、公
安部门等多方合力，积极调动社区群众、党员共同
参与创城工作。要紧盯农贸市场、老旧小区、背街
小巷等重点区域，持续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停车秩
序治理、消防设施维护、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加
大“飞线”整治力度，努力实现常态化创建，确保创
城工作取得实效。

市领导赴兰溪片区督查创城工作

本报讯（记者 郑霄 通讯员 孙忠文）近日，由省
总工会、省人社厅、省企联、省工商联三方四部门联
合举办的福建省能级工资协商竞赛暨第二届集体协
商竞赛在福州举行。宁德市总工会代表队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获得团体一等奖的佳绩，参赛选手陈晓燕
获得“十佳选手”称号。

据悉，此次竞赛是第二次全省性集体协商竞赛，
经多轮比拼，全省共有 16 支代表队、80 名选手入围
省赛。我市参赛的 4 名选手分别来自邮政管理、国
网供电、市县工会，最终从 16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荣获团体一等奖。

市总工会代表队荣获福建省
能级工资协商竞赛团体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林鼎）3 月 15 日，副市长陈怡在
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
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接访中，针对侨兴社区业主反映的某小区房地
产项目竣工验收不符合规范问题，陈怡要求相关部
门落实好主体责任，开展实地核查，对存在问题限
期整改到位，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及时向群众反馈，
让群众放心、安心。针对群众提出的金涵小区三期
户型信息不明朗、初步定价偏高等问题，陈怡要求
成立工作专班，结合实际情况，深入全面分析，重新
核定房屋销售价格，做好公摊面积、车位配置数量
等政策宣传解释工作，保障好群众合法权益。针对
东侨经济开发区三盛中央公园业主反映的小区供
水不足问题，陈怡要求水务公司全面检查供水设
施，分管领导加强对社区、业委会指导，做好日常市
政供水调度，满足群众供水需求。陈怡强调，信访
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属
地管理，加强协调联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全力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给来访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致力打
造平安宁德、法治宁德。

3月13日，寿宁县托溪乡大黍村众享农业高山蔬菜种植基地内，农户们忙着
种植莴笋。近年来，托溪乡加速推进党建和产业融合发展，采用“党支部+合作
社+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建设现代高标准高山蔬菜基地800余亩，每年实现产
值1200多万元。 吴苏梅 摄

本报讯（记者 张瑜 通讯员 王荣）近
日，在宁德海事局助力下，福建福宁重工
有限公司的5艘“弃单船”完成登记并投入
营运，企业 2.5 亿元资产得以盘活，僵持 6
年的产权得以确认，极大缓解了企业资金
压力。

据悉，受国际航运市场波动影响，宁
德辖区船舶建造企业承建的多艘外国定
造船舶被弃单，形成批量“弃单船”。“弃
单船”占用企业大量资金，又无法正常办
理船舶登记，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对此，宁德海事局通过提前摸排、多方走
访、专题研究、靠前服务、严格审查、优质
服务六项举措完成“弃单船”产权确认、
国籍登记及光租办理，确保船舶顺利投
入营运。此次“弃单船”处理情况，对助
力企业恢复生产、落实地方去库存政策、
促进地方船舶工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针对此类产权争议的船舶，探索出

可行性登记方案，也对今后此类船舶登
记提供了有益参考。

今年以来，宁德海事局深入贯彻落
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
动，持续深化“V 宁服务”政务服务品牌
建设，对标“一流政务服务窗口”，在前
期推进并联办理、政务专员等创新服务
制度的基础上，持续拓展“最多跑一趟”

“一趟不用跑”服务清单，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不断提升海事政务管理水
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贡
献海事力量。

宁德海事局：提升服务效能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市领导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

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

本报讯（王傲然 黄佳雯 许小灵）3 月 14 日，宁
德师院语言与文化学院“鹤鸣文学社”授牌成为宁德
市作家协会团体会员，这意味着宁德诗歌文化在高
校得到进一步弘扬。

近年来，宁德市文艺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大力弘扬“闽东之光”，不断拓展文艺创作空
间，“闽东诗群”颇具特色，已成为中国诗坛一道独特
而靓丽的文学风景线。近年来“诗歌进校园”活动活
跃在各地，促进校园文化蓬勃发展。鹤鸣文学社于
2018 年成立，是依托宁德师范学院语言与文化学
院，面向全校的一个文学社团，聚集了一批热爱文
学、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大学生群体，目前已在省、市
各级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获得省、市级文学
奖项近十项。

宁德师院语言与文化学院院长赵峰表示，宁德
市文联与宁德师院加强校地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引入优秀在地作家的智力支持，提高地方高校学
生的文学鉴赏力和创作水平，进而提升语文及其他
学科教学必备的综合素养。鹤鸣文学社成员林芷羽
高兴地说：“今后，将和同学们一道立足闽东深厚的
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畲族文化等特色文
化资源，创作出具有闽东精神和闽东特色的文学作
品，为弘扬‘闽东之光’作出新贡献。”

宁德师院大学生弘扬诗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