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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应约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遥
习近平指出袁 我同总统
先生上个月在德国汉堡举行
了很好的会晤遥 我们作为中
美两国的领导人袁 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袁 对
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遥 双
方应该继续按照我和总统先
生达成的共识袁 加强对话与
沟通袁 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袁
妥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袁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
发展遥 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
内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袁
两国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做
好准备工作遥
特朗普表示袁 很高兴汉堡
会晤后再次同习近平主席通话遥
我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
通和协调尧 两国加强各层级
和各领域交往十分重要遥 当
前袁 美中关系发展态势良好袁
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遥 我
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遥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遥 习近
平强调袁中美在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尧维护朝鲜半岛和
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遥
当前袁 有关方面要保持克
制袁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
紧张的言行遥 解决朝鲜半岛
核问题袁归根结底还是要坚
持对话谈判尧政治解决的大
方向遥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袁共
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妥
善解决遥
特朗普表示袁充分理解
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
发 挥的作用袁美方愿同中方继
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遥

A

市委常委会议召开
学习贯彻全省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现场推进会主要精神等
本报讯 （记者 黄国清）8 月 11 日袁 市委书记林宝金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袁 学习贯彻全省落实 野三会一课冶
制度现场推进会主要精神袁 研究我市贯彻意见曰 审议 叶莆
田市 2016 年度省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 野回头看冶
整改情况报告曳 渊送审稿冤尧 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曳 渊送审稿冤 等遥
会议强调袁 抓好省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 野回
头看冶 整改落实工作袁 是我市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遥 要
坚持问题导向袁 严格按照检查组的要求袁 全力抓好 野问题
清单冶 整改袁 确保件件有落实尧 事事有回音遥 要深化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 履行好 野一岗双责冶袁 做到守土有

责尧 守土尽责遥 要加强督促检查袁 突出追责问责袁 让失责
必问尧 问责必严成为常态遥
会议强调袁 落实 野三会一课冶 制度袁 是党管党治党的
宝贵经验袁 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抓手遥 要聚焦 野关
键少数冶袁 发挥 野关键少数冶 的示范引领作用袁 切实让 野三
会一课冶 制度严格起来尧 吸引力强起来尧 作用发挥起来遥
要创新活动载体袁 围绕建设美丽莆田中心工作袁 积极探索
开展 野主题党日冶 等各类喜闻乐见的 野三会一课冶 活动形
式袁 不断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意识袁 进一步提升党员队伍
的整体水平遥 要加强督促指导袁 确保落实 野三会一课冶 有
野党味冶尧 有督查尧 有成效遥

我市创城工作得到群众大力支持，产生文明“连锁反应”，
方方面面的新变化、新气象，广大市民纷纷点赞——
—

文明新风彰显美丽莆田气质
连日来袁 八旬老人闵庆昌在市区东园路一斑马线上 田交通秩序真的大变样袁 礼让斑马线等文明行为与之前他
脱帽鞠躬致谢文明礼让车主袁 正能量感动莆田城袁 在社 在南京看到的一样袁 莆田越来越有大城市的气质了袁 也更
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袁不少市民在网上表示袁这是莆田近几 美丽了遥
这几年袁 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创城为契机袁 上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遥通过创城袁城
区交通秩序变好了袁城市文明氛围越发浓厚了袁更多市民 下齐心袁 人人参与袁 全力做好创城工作遥 向一线驾驶员发
放 1000 多本文明手册袁 提高文明创城意识曰 与一线管理
也由衷地支持创城袁参与创城袁争当妈祖故乡文明人遥
7 月 29 日袁 莆田一中教师郭丽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人员和驾驶员签订 1000 多份创城责任状袁 把责任落实到
一段内心话袁 引发关注遥 她说袁 当天一大早乘坐了一趟 每一个人袁 确保高标准完成创城任务遥
与此同时袁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袁 市交警支队
15 路公交车袁 如沐春风袁 车上司机特别关照老人袁 而得
到帮助的老人都会向司机表示感谢遥野目睹这一切袁 我心里 多措并举大力引导机动车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等袁 并开展道
暖暖的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 面对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袁 是 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袁 充分利用城区路面高清视频监控探
多么需要像这位司机的人啊浴 如果我们自己家的老人出门 头袁 实现全范围覆盖袁 进行实时监控尧 抓拍袁 及时固定证
坐车能受到这样的照顾袁 那心里是多么的感恩遥 只言片语 据袁 依法实施处罚遥 除了视频监控袁 还把有限的警力下放
体现修养袁 小事细节彰显文明遥 我觉得莆田这几年的文明 到路面袁 引导教育与巡查处罚并举袁 对违反交通法规的人
员实行 野黑名单冶 制度等遥 重点整治乱象袁 成效凸显遥 现
创建工作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是令人赞赏的遥冶
昨日上午袁记者来到市公交东站采访了郭丽华所点赞 在袁 市民普遍感受到城区交通行为更文明了遥
昨日临近中午袁记者在市区文献路尧学园街尧荔城大道
的 15 路公交车司机谢明暄袁他当日休息正好在办公室遥
记者通过公交监控记录看到袁 7 月 29 日上午 8 点左 等路段看到袁在斑马线前袁大多数私家车尧公交车等车辆主
右袁 15 路公交车行经市住建局时袁 一位老人坐在公交车 动减速尧停车尧礼让袁让行人先行安全通过曰道路两边袁许多
后排中间的座位袁 司机发现后袁 立即建议老人换位置袁 提 摩托车尧电动车自觉靠右行驶曰摩托车尧电动车在等待红绿
醒该位置前面没有座椅挡护袁 急刹车时会不由自主地往前 灯时袁都会开到野电摩待行区冶噎噎一缕缕创城文明新风扑
倾袁 人容易摔倒遥 老人向司机致谢后更换座位遥 车辆行经 面而来袁让广大市民切实感受到创城所带来的变化和实惠遥
本报记者 吴伟锋 实习生 高媛媛 文/图
市区观桥时袁 一位老奶奶站起身往后车门方向走袁 准备到
下一站下车遥 司机见老人行动不
便袁 便对老人说院 野不用着急袁
等车停 稳 了袁 您 再慢 慢 下车 遥 冶
老奶奶回应了一声 野谢谢冶遥 这
位司机正是谢明暄袁 他在行车过
程中袁 每遇到斑马线袁 都会主动
礼让行人遥
谢明暄是仙游县枫亭镇沧溪
村人 袁 此前 在 南 京 工 作 一 段 时
间遥 去年 12 月回莆田袁 成为 15
路公 交 车一 名 司 机 遥 他 文 明 开
车袁 每当有老弱病残孕上车袁 都
会习惯性地提醒乘客们让座遥 他
说袁 家里有父母袁 自己将来也会
老袁 多关心老人袁 就是在积德遥
特别是当别人向他表达谢意时袁
顿时觉得自己也文明了袁 一整天
开车都很舒心袁 再累都不觉得辛
苦遥 近年来袁 全市上下努力创建
文明城市袁 他和其他公交司机一
起积极参与袁 让公交车成为街头
图为摩托车、电动车自觉在待行区等待通行。
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遥 现在莆

昨晚袁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叶晚间新闻曳尧
新闻频道叶新闻周刊曳叶24 小时曳栏目袁分别播
出野莆田院斑马线停车礼让 老人鞠躬致谢冶报
道遥 该报道通过采访司机和老人袁还原了当时
事情经过遥 这暖心的一幕被上传到网络后袁先
后被人民日报尧人民网尧新华网尧央视新闻尧中
国新闻网尧南方都市报尧澎湃新闻尧凤凰新闻等
野两微一端冶媒体转载袁短短几天袁目前点击量
达 4000 多万次袁集聚了强大的正能量袁很好地
宣传了美丽莆田的新形象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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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产权 维护权益
城厢区启动农村地籍与房屋调查工作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城厢区农村地籍与房屋调查工
作袁 8 月 11 日袁 城厢区组织召开专题工作动员大会遥
开展农村地籍和房屋调查是确保农村不动产物权及时
确权登记的前提条件袁有助于明晰产权袁维护农民权益袁也
是国土资源信息社会化服务的需要遥城厢区拟在华亭镇尧常
太镇尧灵川镇尧东海镇及凤凰山街道开展不动产权籍调查与
登记一张图建设工作遥 全面查清农村范围内包括宅基地尧
集体建设用地和零星城镇建设用地等各类土地的权属尧位
置尧界址尧面积尧用途尧地上房屋等建筑物尧构筑物的基本情
况袁构建城厢区城乡一体的地籍数据库及地籍管理信息系
统袁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提供基础资料遥
此次调查采用现代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袁对全区所有的宅
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房屋进行专项调查尧 坐标定位袁 纳入
野一张图冶数据库遥 全区涉及调查面积共 30.93 多平方公里袁至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专项调查的数据库建设遥
（方琳）

林宝金主持

会议强调袁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有企业党建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
领导不动摇袁 保证党组织 野把方向尧 管大局尧 保落实冶袁 切
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尧 组织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尧
发展优势遥 要坚持党管干部袁 按照 野对党忠诚尧 勇于创新尧
治企有方尧 兴企有为尧 清正廉洁冶 要求袁 努力建设一支高
素质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遥 要坚持统筹推进袁把抓好国
有企业党建作为分内之事袁 纳入全局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尧 统
一安排袁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尧 部门齐抓共管尧 企业党组织
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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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涝地点涵洞改大 自来水管迁移更换
城涵大道问题路段将不再影响出行
本报讯 （记者 戴立钦 文 / 图）8 月 11 日上午袁 位
于荔城区西天尾镇市肿瘤医院外的涵洞附近袁 七八名盘石
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正顶着烈日袁 对潮馨大酒楼及
环球花园路段易涝点涵洞改造工程自来水管迁移项目进行
最后收尾工作 渊如图冤遥
据了解袁 潮馨大酒楼及环球花园路段的旧涵洞规格过
小袁 又处于低洼地段袁 经常造成雨天涵洞排洪不及袁 路面
易出现积水尧 洪涝情况袁 给市民出行造成很大不便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施工人员忙着对管网接口进行热熔
合袁 争取尽快完成迁移尧 更换工作袁 恢复周边供水遥 盘石

荔城区开展“快乐暑期、家风随行”主题活动，融入
优秀家风文化。图为昨日，退休教师林月娥在镇海街道霞
墩小区教孩子们学习传统剪纸。翁国城 翁晓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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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有限公司经理林立伟告诉记者袁 近 员 个月来袁 公司
配合涵洞改造工程袁 投资 7 万多元袁 对近 400 米的自来水
管网进行迁移尧 更换遥 当天袁 为完成最后收尾工作袁 施工
人员早上 5 点多就来到现场开工遥 受管网迁移影响袁 洋西
电站尧 荣华书苑尧 环球花园尧 欧氏领秀尧 九华经济尧 正鼎
地产和市肿瘤医院等区域袁 从上午 7 点开始袁 出现短暂停
水遥 旧管更换成规格为 DN200 的新管后袁 供水地区的水压
将更大袁 水质更好袁 居民用水也将更放心遥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袁 当天中午 12 点左右袁 该区域已
恢复正常供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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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李霞 实习生 刘荔雯
吴 楚 彤 冤 8 月 10 日 至
11 日袁 省直机关 野建设
新 福 建窑机 关 走 前 头 冶
主题实践活动推进会在
我市召开遥 省直机关工
委常务副书记梁晋阳尧
巡视员邱荣袁 市委副书
记程强出席会议遥
推进会 上 袁 莆 田 尧
福州尧 厦门机关工委和
省委办公厅等 7 个省直
单位围绕主题作经验交
流发言遥
梁晋阳在会上作
总结部署讲话遥 他说袁
今年以来袁 各地各单
位开展活动组织推进
有序尧 实践主题鲜明尧
突出比学赶超尧注重载
体运作尧 工作成效明
显遥 就推进下一步工
作袁梁晋阳强调袁机关
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袁凝聚共
识共为袁充分发挥机关
基层党组织 野走前头尧
作表率冶作用袁扎实推
进野对标看齐冶野岗位建
功冶野马上就办冶 等行
动袁进一步提升机关党
建作为遥 要聚焦中心大
局袁紧跟中央尧省委决
策部署袁引导党员干部
在保障金砖会晤尧补齐
民生短板尧维护社会稳
定尧打赢脱贫攻坚战等
工作中履职尽责尧建功
立业遥 要完善措施办
法袁打造特色品牌曰 要
强化问题导向袁 解决
党员和群众关注的热点尧 难点问题曰 要突出典型
引领袁 强化宣传引导袁 不断巩固和扩展活动成果遥
要抓好统筹结合袁 注重把开展活动与做好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尧 推进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等当前机关党建重点任务有机结合起来袁 做到
两手抓尧 两促进遥 要强化组织协调袁 合力推动活
动有序有效开展遥
程强在致辞中指出袁 莆田市委高度重视党建工
作袁 始终坚持抓党建袁 促经济发展袁 始终坚持 野两
学一做冶 常态化制度化袁 推动党员干部提升素质袁
始终坚持学习廖俊波同志的先进事迹袁 激发广大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遥 莆田市将以本次推
进会为契机袁 认真学习借鉴省直机关工委尧 兄弟地
市的好经验好做法袁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袁 创新工
作方式袁 打响 野建设美丽莆田袁 机关走前头冶 主题
实践活动品牌袁 推动我市机关党建工作再上新水平袁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遥
11 日上午袁 梁晋阳一行在副市长郑瑞锦陪同
下袁 实地考察了涵江区江口镇蒜溪中心村党委美丽
乡村建设情况和市行政服务中心机关党建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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