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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化组织领导 各司其职坚守岗位
梁建勇深入我市基层和市防指检查指导
本报讯 渊记者 吴琪娜冤 7 月 11 日袁 省委常委尧 秘书
长尧 宣传部长梁建勇深入城厢区尧 秀屿区尧 涵江区尧 荔城
区检查指导我市防御第 8 号台风 野玛莉亚冶 工作袁 并对下
阶段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遥
梁建勇先后深入东圳水库尧 广化寺片区南湖公园及寺
前广场配套项目尧 钟潭溪桥尧 市会展中心项目尧 兴化港区
涵江作业区尧 大学城迁建项目现场实地检查袁 要求切实抓

好水库安全度汛尧 城市防洪排涝尧 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尧 水
利工程巡查防守等重点工作袁 通力协作袁 科学调度袁 做实
做细各项防御措施遥
梁建勇还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袁 与气象尧 水利尧
海洋等部门负责人再次会商研判台风最新动态袁 并对我市
当前各项防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 就全力做好下一阶段防
御台风工作袁 他要求袁 要继续强化组织领导袁 各司其职袁

坚守岗位袁 持续关注雨情水情袁 切实保证各项防御工作有
效开展遥 要防汛抗旱两手抓袁 在保障水库及其下游安全的
前提下袁 根据区域特点做好预降或蓄水保水工作遥 要持续
监视台风动向袁 加强舆论监督引导袁 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
相关防御信息袁 传播正能量袁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遥
市领导林宝金尧 李飞亭尧 吴桂芳尧 沈伯麟等分别参加
检查或会商会议遥

城厢区委书记王文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袁 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袁 该区细化制定攻坚
方案袁 做到攻坚有责任尧 攻坚有任务尧 攻坚有目标尧 攻坚有措施袁 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要
要

协同作战

落地见效

县区委（工委）书记谈攻坚实践
野城厢区紧紧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袁 细化制定攻坚
方案袁 做到攻坚有责任尧 攻坚有任务尧 攻坚有目标尧 攻
坚有措施袁 推动城厢高质量发展遥冶 近日袁 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袁 城厢区委书记王文才说袁 城厢区按照市委尧
市政府的部署袁 明确重点任务目标袁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袁
确保年内不良率控制在 2%以内曰 持续推进精准脱贫工
作袁 确保全区 767 户 2272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尧 7 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全面脱贫曰 以中央尧 省环保督察为契机袁 加
大整改力度袁 突出治理重点袁 从严管控源头袁 不断深化
水尧 空气尧 土壤污染防治袁 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遥

王文才表示袁 眼下袁 城厢区各级各有关部门正各司
其职袁 协同作战袁 以担当负责的态度尧 攻坚碰硬的决心尧
爬坡过坎的干劲袁 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遥
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遥 综合运用核销尧
清收尧 清场尧 打包转让等方式袁 及时处置化解 野去存
量冶曰 推进项目债务重组等问题的解决曰 开展初信初访尧
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和 野严排查尧 严整治尧 严监管冶 安
全生产活动袁 实施铁腕扫黑除恶袁 抓好第五届世界佛教
论安保工作袁 确保社会安定稳定遥
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遥 实施产业扶贫袁 结合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袁 年内全面消除 野空壳村冶 和收入 5 万
元以下的 野薄弱村冶遥 进一步落实好医疗尧 教育尧 小额信
贷等政策袁 确保脱贫不返贫曰 严肃作风扶贫袁 落实中央
野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冶 各项部署袁 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

靶向发力攻坚急
—城厢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脱贫工作成效显
——
7 月 9 日袁 城厢区华亭镇五云村贫困户陈丽清正忙
着装修安置房袁 她高兴地说院 野感谢区里实施的 耶造福
工程爷袁 让我家住上了新房遥冶
陈丽清是五云村贫困户袁 一家 5 口原居住在 20 多平方
米破旧尧偏僻的土坯房里遥 按照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的政策袁五
云村将她家安置到野造福工程冶安置区内袁解决住房难问题遥
笔者昨从有关部门获悉袁 2017 年袁 城厢区完成异地
扶贫搬迁 338 户 1210 人袁 为年度任务数的 173%遥 该区
把 野造福工程冶 列入区级为民办实事项目袁 制定出台实
施方案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优惠政策遥 安排区级专项财
政预算资金袁 每人补助 3000 元袁 用于补助贫困户实施造
福工程扶贫搬迁遥 区财政拨款补助 133 万元袁 实施建档
立卡贫困户危旧房重建及修缮 45 户 155 人遥
围绕野五个一批冶要求袁该区认真贯彻落实政策扶贫袁
实施产业扶贫袁严肃作风扶贫袁确保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遥
城厢区成立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袁 区委书记任组
长袁 区长任常务副组长袁 10 位处级领导任副组长袁 36 名
区直各单位主要领导作为成员曰 下设就业扶贫尧 教育扶
贫尧 造福工程尧 小额信贷扶贫等 4 个专项工作小组袁 完

★公办名校

善组织领导机制遥 实行脱贫 野工作捆绑尧 责任共担尧 合
力攻坚冶的工作机制袁通过以上率下尧上下联动尧比学赶超袁

城厢区推动贫困村实现 野破壳消薄冶袁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遥 图为隆兴村新建区新房错落有致遥 本报记者

★免收学费

★空调公寓

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站
莆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简称莆田
科技学校)位于城厢区华林工业园区内袁
是一所欣欣向荣的公办省级重点学校遥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袁 环境优美袁 设备先
进袁师资雄厚袁现有教职工 18怨 人袁学生
近 2000 人袁开设计算机尧会计尧汽车应用
维修等 19 个实用型专业袁与高校联办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渊五年制大专冤遥
毕业生或顺利进入大学深造袁 或被企业
高薪录用遥
迅猛崛起的莆田科技学校正以骄人
的办学业绩实践着 野升学有望袁 就业有
路袁学生圆梦袁家长放心冶的办学理念袁愿
为广大城乡子女的升学择业铺路搭桥遥

★升学有望

★就业有路

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项目校

一、
招生专业：1尧汽车运用与维修渊五年制大专冤 2尧建筑工程施工渊工程检测方向冤
3尧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渊电梯维护方向冤 4尧机械制造技术渊含数控技术冤 5尧电子
电器应用与维修 6尧皮革工艺渊鞋样设计方向冤 7尧食品生物工艺渊西餐尧糕点制作方向冤
8尧汽车运用与维修渊含新能源汽车冤 9尧汽车美容与装潢 10尧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11尧
计算机应用 12尧美容美体渊含美甲尧新娘化妆冤 13尧会计 14尧市场营销 15尧电子商务
渊含跨境电商冤 16尧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渊高铁尧动车乘务员方向冤 17尧工艺美术渊含油
画尧漆艺尧竹刻工艺冤 18尧服装设计与工艺 19尧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渊含电子竞技冤
二、
招生对象：
应往届初中毕业生
三年免收学费袁家庭贫困者享受助学 金补助 4000 元 袁温暖工 程助 学金
三、
优惠政策：

2000 元遥 毕业生既可参加高职招考升大学袁亦可推荐到联办企业就业袁颁发职业中专文凭遥

注意事项：凡漏报我校志愿或需更改专业者不必补报袁现在可直接到学校报名袁报名时预交课本费300元遥
校址院福建莆田城厢华亭镇华林工业园区渊快乐农庄旁冤

渊福厦路华亭下花路段袁市内 2尧6尧22尧28尧晚班 58袁仙游 501尧551尧150尧152尧155尧101尧
102袁华亭 156 路车直达学校校门口袁其它途经福厦路的班车亦可到达校门口冤

招生热线院2027467渊办公室冤尧
18659450189渊王老师冤尧
18959546355渊许老师冤尧15506996990渊林老师冤
微信院347630050
QQ院22189896
邮箱院ptkjx@126.com

学校承诺：凡科技校毕业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将终身免费为他（她）们推荐就业。
新闻
热线

114 或 2233580

有力推进扶贫工作遥 建立挂钩帮扶机制袁各挂钩帮扶人尧帮
扶单位针对挂钩贫困户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措施袁如解决
户口尧住房安全尧发放慰问金尧帮扶就业等遥 为确保精准扶
贫工作有效推进袁区里还出台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袁推行扶
贫领域联合监督检查袁强化扶贫领域作风建设遥
每天一早袁 华亭镇涧口村低保户蔡美元的儿子小蔡袁
就来到绿丰公司上班遥 目前袁 该镇通过引进利农现代农
业尧 绿丰园艺等龙头企业袁 帮扶 20 多名贫困人员实现
就业遥
渊下转 粤圆 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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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台风应急响应终止
不再实施野四停一休冶
本报讯 渊记者 郑已东冤 记者从市防指获悉袁 7 月 11
日 17:30袁 我市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袁不再实施野四停一休冶
也停工渊业冤尧停产尧停课尧停渡尧休市页袁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遥
据了解袁 鉴于市气象台已解除台风预警袁 11 日 17 时
11 分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院 受 野玛莉亚冶 台风影
响袁 预计未来 12 小时内我市仙游县尧 涵江区等部分乡镇
有 40耀60 毫米的强降水遥 根据 叶莆田市防汛防台风应急
预案曳袁 市防指决定 7 月 11 日 17:30 终止防台风应急响
应袁 同时维持防暴雨郁级应急响应遥

忠湄轮渡今日恢复通航

莆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2018年招生通告
【学 校 简 介】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遥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遥 针对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
馈 36 个问题袁以及自查的 25 个问题袁加大推进力度袁确保
按时保质完成曰加快推进东圳库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综合
治理袁发挥野三级河长冶作用袁对木兰溪尧延寿溪等水功能区
实施污染源整治曰 重点开展挥发性有机物尧野小散乱污冶企
业尧工地扬尘尧露天烧烤等空气污染专项治理曰从源头管控
入手袁拒绝引进高污染尧高能耗企业遥 同时袁健全完善环保
网格化巡查机制袁 持续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遥
王文才表示袁 城厢区将在之前的工作基础上袁 健全
汇报协调尧 巡查督查尧 通报曝光尧 典型示范等机制袁 全
力以赴尧 不折不扣袁 坚决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袁 为建设
新时代美丽莆田作出应有贡献遥
本报记者 朱建婷 通讯员 易振环

本报讯 渊 记者 黄国
清冤 7 月 11 日袁 市委书记
林宝金深入市防汛抗旱指
挥中心和荔城区袁 了解台
风登陆后我市受影响情况袁
一 线指 导 灾后 生 产工 作 遥
他强调袁 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袁 坚决克服松懈思
想袁 全力开展灾后重建工
作袁 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的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遥 市委
常委尧 秘书长沈伯麟袁 副
市长吴健明分别参加遥
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
心袁 林宝金与气象尧 水利尧
海洋等部门负责人一同会
商风情雨情袁 对下一步防
范重点提出要求遥 他还走
进市河长办看望慰问工作
人员袁 了解河长办各项工
作开展及各县区 渊管委会冤
落实河长制工作情况遥
来到西天尾镇溪白村尧
洞湖村袁 林宝金先后察看
了后卓溪河道尧 后卓溪洞
湖阻洪桥梁改造情况遥 他
指 出袁 要 加快 整 治进 度 袁
加 大周 边 环境 治 理力 度 袁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袁 确保
行洪安全遥 在拱辰街道拱
辰社区袁 林宝金察看了潭
头桥低洼地情况袁 了解人
员转移尧 群众安置等有关情况袁 叮嘱当地干部要杜绝麻痹
思想袁 在台风警报解除前袁 严禁人员回流遥
林宝金指出袁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 经过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袁 我市防御第 8 号台风 野玛莉亚冶 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遥 尽管台风影响已接近尾声袁 但各项防
范工作还不能放松遥 要持续加强对山边水边尧 地质灾害
点尧 危旧房屋等危险区域的巡查袁 防范山洪滑坡尧 泥石流
等次生灾害遥 要全面摸排此次受灾情况袁 尽快组织力量抢
修受损的水尧 电尧 路等袁 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遥 同时袁
要以此次灾后重建工作为契机袁 结合实施城乡规划建设管
理提升年活动袁 对全市的低洼地尧 水渠尧 道路等淤积区域
进行全面排查袁 列出任务清单袁 尽快整改到位袁 进一步提
升我市基础设施防灾能力和水平遥

最高
奖励

2200 元

莆田网：http://www.ptxw.com
莆田新闻微信公众号：ptw0594

蔡昊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吴伟锋冤 昨日袁 记者从市忠湄轮渡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袁 台风 野玛利亚冶 预警已解除袁 忠湄轮渡
决定于今日起恢复通航遥
航班安排具体为院 普通客船自 7 月 12 日 7:00 起恢复
通航曰 豪华客船及车渡船自 12 日 12:00 起恢复通航遥 另
外袁 大部分船舶因避风尚未回港袁 预计 12 日 13:00 以后
完全恢复正常航班遥

仙游发挥“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作用

助 力 村 级 组 织
换届选举依法推进
本报讯 眼下袁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有序推进遥 连
日来袁仙游县野一村渊社区冤一法律顾问冶的多位律师应邀深
入鲤南尧鲤城尧社硎等镇街举办专题系列法治讲座袁宣传讲
解换届选举有关的法律尧法规和政策袁教育尧引导广大党员
和村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袁了解投票选举的程序
和办法袁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进行法律护航遥
去年起袁 仙游县率先实现 野一村 渊居冤 一法律顾问冶
全覆盖袁 23 名法律顾问与 18 个乡镇 渊街道冤 的 325 个
村 渊居冤 签订法律顾问合同袁 当起 野法律知识宣传员冶
野法律事务指导员冶 野调解矛盾协助员冶 野法律援助代办
员冶 等角色袁 打通了法律服务群众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 让广
大村民不出村便能享受到便捷的法律服务遥
仙游县司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袁指导律师团队助力
村级换届选举工作袁组织各村渊居冤法律顾问入村宣传法律
法规袁协助排查矛盾纠纷袁把好换届选举法律关口袁保证换
届选举工作公平尧公正尧公开袁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秩序遥
该县书峰乡于 6 月 3 日在全市率先完成村级党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遥
（陈国孟 黄建焰 蔡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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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过后袁 湄洲岛园林公司组织工人
清理折断的树枝袁 确保道路畅通袁 恢复正
常交通秩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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