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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式
招商引资

线上线下
齐头并进

荔城提升服务总部经济持续高扬
本报讯 昨日袁笔者从荔城区有关部门
了解到袁今年以来袁已有中建建设尧大路树等
14 个总部项目落地该区袁 注册资本近 6 亿
元袁该区总部经济引进持续良好势头遥
招商引资是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强大
动力袁 荔城区土地资源紧缺袁 该区充分挖
掘区位优势尧 生态人文优势尧 四大传统产
业等优势袁 进一步完善招商思路袁 坚持开
展会展招商尧 小分队招商尧 以商招商尧 定
向招商和委托招商等多种招商方式袁 持续
创新招商引资模式袁 拓展招商渠道袁 完善
招商项目库遥 重点围绕兴化湾南岸北高作
业区开发尧 北高珠宝小镇尧 南少林禅武小
镇尧 总部楼宇等领域袁 主动对接北上广深
等大都市产业外移袁 加大对东北尧 西南尧
江浙等地区的招商推介力度遥 兑现总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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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优惠政策袁 重点对市总部商务区尧 体育
中心周边等写字楼袁 在租金尧 税收尧 配套
服务等方面给予补助扶持袁 吸引区域外的
大中型企业集团尧 行业龙头企业尧 知名品
牌企业入驻袁 做大做强楼宇经济遥
同时袁 对引进的项目袁 该区指定专人
跟踪项目对接袁 为项目前期洽谈尧 落地及
建设提供 野一条龙冶 野保姆式冶 的服务遥
（何晋生 张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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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汛 （记者 吴琪娜
李霞冤6 月 2 日袁 市长李建辉
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前
往仙游县尧荔城区尧城厢区检
查防汛工作遥 副市长吴健明
一同参加遥
李建辉一行在仙游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袁 现场连线询
问防汛一线干部值守尧 水库
调度尧人员转移尧重点部位巡
查等情况袁 并要求严格落实
防汛预案遥 随后前往钟潭溪
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现场尧荔
园路与东圳路交叉口易涝点
和南郊河一处临时围堰袁实
地察看排涝设施建设尧 隐患
排查等工作情况遥
在市防汛 抗 旱指 挥 部袁
听取市直有关部门防汛工作
情况汇报后袁李建辉强调袁当
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袁 各级
各部门要坚决落实省委尧省
政府和市委关于防汛工作部
署要求袁杜绝麻痹思想袁强化
点对点指挥袁加强值班值守袁
抓好预案落实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就进一步提升我市防汛水平袁李建辉要求袁要开展全
面排查袁分析短板袁强化科学系统思维袁制定短期和长期的
应对措施袁构建科学防洪排涝体系袁建立地下管网数据库袁
提升我市防洪排涝能力遥 要不断创新方法袁强化部门间统
筹协调袁做到信息资源共享袁提高精准监测尧精准预报尧精
准指挥水平遥 要强化人员培训和实战演练袁加强避灾场所
建设管理袁备足防汛抢险物资尧应急设备袁着力提高各级防
汛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遥

城厢限上零售额连续 16 月走强
本报讯 笔者昨日从城厢区商务部门获
悉袁今年 1-4 月袁该区 291 家限上商贸业企业
实现零售额 34.37 亿元袁比增 27.4%袁增量贡
献率 53.6%袁连续 16 个月全市排名第一遥
今年来袁该区继续引导相关企业进一步
发展壮大袁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尧齐头并
进势头袁培育辖区商贸业发展后劲遥 健全线
下零售网络遥 其中袁文献生活尧易太尧三巴旺尧
优购等 4 家便利连锁门店布点近 500 坎曰凤

凰百货尧6+3 超市等本土大型超市连锁门店
超 100 家曰永辉超市尧国美尧苏宁尧家乐福尧新
华都万家惠等国内大型商超入驻近 10 家遥 线
上平台快速发展遥 买买鞋尧安福购等以本土鞋
服资源整合为主的分销平台日渐成熟袁 年销
售额均超 1000 万元曰 近 3000 家线上企业入
驻淘宝尧京东尧亚马逊等国内外知名平台袁其
中纳入限上统计的 125 家企业 1-4 月实现零
售额 16.4 亿元袁占限上零售总额的 47.7%遥
此外袁 该区还推动贸易企业主辅分离袁
剥离物流等业务袁将企业原有供应链资源优
势向社会输送袁培育经济新增长点遥 目前袁辖
区内易太尧远垣猿 超市尧文献便民等大型商超企
业都建立了物流配送中心袁引进先进的物流
信息系统袁通过野互联网+冶提高效率袁推动物
流业尧零售业迅速发展遥 （陈峰 杨黎）

多措并举防汛备汛
本报讯（记者 黄国清 通讯员
林国富冤记者昨日从市水利局获悉袁我
市多措并举袁扎实抓好防讯备汛工作遥
加大力度排查隐患袁 全 市出 动
1225 人次检查各类工程 1119 处袁消
除地灾隐患点 144 处袁 发现 607 处安
全隐患点袁514 处整改到位遥 进一步完

善预案袁修订完善市县乡村四级防汛
预 案 1033 个 以 及 行 业 防 汛 预 案 5
个袁 审查审批 217 座 水 库汛 期 调度
运用计划和大坝抢险预案袁 并开展
防汛抢险救灾综合演练和应急实战
演练遥 同时袁 组建了防汛抢险队伍
713 支 21916 人尧市级应急抢险队伍

加强巡查排除隐患
本报讯 连日来袁 涵江区住建局
应急工作组成员深入城乡各地袁 对易
涝点尧 在建工地等进行重点勘察袁 排
查阻洪隐患袁 确保排水畅通遥 针对新
一轮的强降雨袁 该局早安排尧 早防
范袁 四个应急工作小组成员分赴全区
126 个在建工地尧 物业小区尧 市政道

路尧 园林等地袁 进行不间断巡查袁 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遥
近段时间袁 为防止强降雨可能造
成的堤坝水毁尧 山体滑坡等地质灾
害袁 涵江区组织开展防汛备汛安全大
检查袁 围绕城区易涝点尧 地质灾害
点尧 低洼地尧 危旧房等高风险区袁 以

300 人尧电力应急抢修队伍 46 支 908
人尧 市级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
伍 5 类 17 支 162 人尧 交通防汛抢险
队伍 316 人遥
物资储备方面袁 已储备抢险冲锋
舟 44 艘尧编织袋 78.4 万条尧麻袋 17.1
万条尧救灾帐篷 365 顶尧棉被 8673 床尧
空调被 985 床尧毛巾被 5286 床等抢险
救灾物资袁配备电力应急车辆 133 部尧
发电车 4 部尧发电机 26 台尧交通应急
抢险机械设备共 214 台遥
及海堤尧 水库等重点防御部位袁 排查
整治隐患袁 建立问题清单尧 整治台
账遥 并优先安排专项水利资金袁 开展
梧梓河等河塘清淤整治尧 水毁灾损修
复等袁 提高河道的疏浚排洪能力遥
除了修复水毁工程袁 加固堤防袁
该区组建了 15 支防汛抢险队伍袁 落
实 24 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袁
密切注视雨情尧 水情袁 完善应急预
案袁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遥
（朱秀花 林亦霞）

共拍出 28 辆袁下一场 远 月 愿 日开拍

荔城区开展“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活动，筑
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图为近日，黄石镇惠下村“风
清气正、从家出发”签名承诺仪式现场。
何晋生 曾国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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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地实情
加大扶持力度
林庆生前往挂钩帮扶村调研

首场公车拍卖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郑已东冤昨日袁我市首场公车改革处
置车辆拍卖会举行袁共拍出公车 28 辆遥
据了解袁本次拍卖共推出 86 辆公车袁车型涵盖多个品
牌的轿车尧客车等袁车辆登记日期集中在 2001 至 2011 年遥
最低起拍价为 5200 元袁采用增价拍卖方式袁根据车辆起拍
价不同袁每次加价幅度也不同遥
当日袁竞拍现场热闹非凡遥 经过多轮举牌竞价袁一辆起
拍价 20300 元的黑色雅阁轿车袁被林女士以 31500 元价格
竞得袁成为首辆拍卖成交的公车遥 当天拍卖会起拍价最高
的是一辆 2010 年登记上牌的黑色奥迪轿车袁 起拍价为
11.5 万元袁最终以 12 万元成交遥
下一场公车拍卖将于 6 月 8 日举行袁计划拍卖公车 81 辆遥

林
宝
金
李
建
辉
会
见
林
盛
昌
一
行

本 报 讯 （记 者
黄国清冤 6 月 2 日袁
市委书记林宝金尧 市
长李建辉在莆会见中
华映管公司总经理尧
福建华佳彩公司董事
长林盛昌一行袁 双方
就加快推进华佳彩高
新技术面板项目建设
座谈交流遥
会见中袁 林宝金
代表市委尧 市政府对
林盛昌一行来莆表示
欢迎遥 他说袁 华佳彩
高新技术面板项目是
莆田近年来引进单体
投资额最大的电子信
息产业项目袁 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袁 项目从
洽谈到建设等进展顺
利袁 得到了各界的充
分肯定遥 希望企业在
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
提下袁 能快则快地推
进项目建设袁 早日实
现批量生产尧 达产袁
发挥产业龙头带动效
应袁 带动莆田电子信
息产业集聚发展袁 助
推莆田经济社会发展
再上新台阶遥
林宝金强调袁 要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
署要求袁 强化创新驱
动袁 提高有效供给的质量袁 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
化遥 希望华佳彩抢抓机遇袁 充分发挥自身科技尧 人才
等优势袁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袁 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袁
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企业效益遥 他表示袁 我市
将全力以赴提供优质服务袁 打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袁
促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遥
林盛昌感谢莆田市委尧 市政府对华佳彩高新技术
面板项目的关心和支持袁 并介绍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
下一步安排遥 他表示袁 将精心组织尧 科学安排袁 在加
快项目一期进度的同时袁 抓紧启动项目二期的前期工
作袁 努力为莆田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遥

东闸是涵江临港产业园防洪排涝一期重要工程，眼下，项目业主正全力推进闸体建设，确保
在 7 月台风汛期来临前完成主体建设。
方薇 林亦霞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周凌瀚冤 6 月 1 日袁 市政协主席林
庆生带领市财政尧 国资委尧 交通等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袁 前往挂钩的北岸开发区山亭镇山亭社区开展挂钩
帮扶调研遥
座谈会上袁 林庆生认真听取了北岸开发区管委会尧
山亭镇及山亭社区相关工作汇报袁 了解山亭社区建设
发展总体规划及实施计划遥 并和当地干部座谈袁 收集
制约当地发展的困难问题遥
林庆生指出袁 要立足当地实情袁 明确发展思路袁
找准山亭社区功能定位袁 充分结合周边重点项目建设袁
开展服务项目发展的配套功能建设袁 力争突破发展瓶
颈遥 要抓住旧村改造尧 棚户区改造等具体扶贫项目袁
强化项目引领袁 做足群众心理工作袁 切实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袁 提升生活质量袁 建设美丽乡村遥 要更加关心
关爱贫困户袁 精准识别袁 用心帮扶袁 帮助他们早日脱
困遥 市直有关部门要在资金尧 技术和政策上袁 对挂钩
的贫困村予以大力支持袁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把好事
办好袁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袁 增加村集体收入袁 实现
山亭社区集体经济的 野破壳冶 和可持续发展遥

为考生加油 给创城添彩
高考“爱心送考”暨“文明出行向我看齐”大型公益活动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文 / 图冤 一年一度的高
考即将来临袁 昨日袁 2017 年莆田市高考爱心车免费送考
暨千名公交车尧 出租车司机 野文明出行向我看齐冶 大型
公益活动启动仪式袁 在市区正荣窑财富中心广场举行袁 为
高考学子加油袁 为莆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彩遥 副市长
陈惠黔出席遥
此次活动由市委文明办尧 市交通运输局尧 市教育局尧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尧 正荣地产等单位主办遥 野文明出行
向我看齐冶 是市委尧 市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十场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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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网：http://www.ptxw.com
莆田新闻微信公众号：ptw0594

活动之一袁 出租车以及公交车司机踊跃参加高考期间的
野爱心送考冶 活动袁 用实际行动擦亮这一城市流动名片袁
倡导从我做起袁 向我看齐遥
当日上午 9 时许袁虽然下雨袁但许多司机早早就前来
报到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不少参加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司机袁
都是连续多年参加送考活动袁大家领取了野免费接送考生
出租车冶标志袁表示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做好免费送考工
作袁祝福学子们考出好成绩袁圆梦青春遥 驾驶闽 BT0599 的
出租车司机黄双锦已连续多年参加此活动遥 他说袁他们这
些热心野的哥冶野的姐冶一定要把野爱心送考冶活动做好袁带头
遵守交通规则袁文明出行袁营造出租车行业良好形象遥
活动现场袁 山里人家贸易公司给参加 野爱心送考冶
活动的每一位司机免费赠送一箱矿泉水袁 为他们鼓劲遥 6
月 7 日尧 8 日高考期间袁 参加高考的考生尧 陪同家长及高
考工作人员凭准考证或高考工作证袁 均可免费乘坐爱心
送考车遥
地址院莆田市城厢区筱塘南街8 5号
邮编院351100 传真院2691779

广告热线 2691145
发行热线 2692002

出租车司机冒雨将免费送考标志牌张贴在车上显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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