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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岗位齐奋斗 只争朝夕促赶超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精神等 林宝金主持
本报讯 （记者 黄国清）2 月 11 日，
市委书记林宝金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扩
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民主生活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等会议上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
要论述和有关文章。
林宝金在会上指出，此次会议既是学
习会，又是收心会，也是对新一年各项工
作的再动员再部署。大家要尽快把心思从
节日气氛中收回来，立足岗位齐奋斗，只
争朝夕促赶超，加快组织企业复工，推动
项目建设，进一步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

区建设等重点任务，美丽莆田建设的 30 个
重大攻坚项目和 20 项重点工作，立足岗位、
履职尽责，在一线部署工作、攻坚克难。要完
善工作机制，继续实施市领导挂钩县区（管
委会）、重点企业及项目制度，主动靠前服
务。要不断转变作风，敢于担当、敢于斗争、
善于协调，做到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发扬斗争精神，就要在摔打磨砺中增强
本领。要把学习作为提升斗争本领的基础，
观大势、谋大局，紧盯 5G 技术、平台经济、人
工智能等新领域新模式，进一步学习新知
识、开拓新视野，做到工作有新思路、新办
法。要把实践作为增强斗争本领的重要途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林宝金着重就 “发扬斗争精神”与大
家作了交流。他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就
要在践行 “两个维护”上态度坚决。始终
把 “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
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发扬斗争精神，就要在高质量发展落实
赶超中敢于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把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
贯穿各领域，紧盯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木
兰溪全流域系统治理、三大攻坚战、三大片

径，不断提升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切
实应对好每一场风险挑战。
发扬斗争精神，就要在全面从严治党
中敢于碰硬。要始终保持 “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斗争精神，勇于同一切违法违纪行
为针锋相对，对管党治党中出现的各种歪
风邪气，敢于抵制、敢于碰硬、敢抓敢管，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林宝金最后强调，人勤春来早，奋斗正
当时。大家要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
面，永葆斗争精神，加强斗争历练，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加快建设美丽莆田，
努力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生动范本。

人勤春来早 力促“开门红”
——
—从节后上班首日看我市各地拼搏攻坚开新局展现新气象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新的征程拉开帷幕。一年之
编
者 计在于春，呼唤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昨日是节后上
按 班第一天，我市各地广大干部纷纷收心聚力，回到各

自岗位，以奋斗的姿态，努力拼搏奔跑，确保开好局、
起好步，实现 “
开门红”
，加快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谱写美丽莆田建设新篇章。

实干追梦

仙游：

本报讯 2 月 11 日，节后上班第一
天，仙游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
县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提出要尽快收
心，振奋精神，以更快的节奏、实干的作风
为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在枫亭开发区的绿色纤维产业园项
目，
工人们已经上岗忙碌施工。这是仙游县
引进的一个超百亿元项目，分为三期进行

投资建设，其中一期占地
建设
372 亩，投资 86 亿元，
年产 26 万吨的循环再生
加弹生产装置，已于去年
10 月 28 日正式开工，建设 14 幢厂房。目
前 9 幢厂房已完成地质勘探，
4 台桩机正
在打桩，
12 台桩基处理机已进场，加快推
力争 10 月底实现部分投产。
进基础开挖，
昨日，县直有关部门和镇街的项目挂
钩领导也纷纷深入项目一线，通过主动作
为、靠前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
家安心放心干事创业。（游晓璐 郑志忠）

到正式开工建设仅用时 6
个月。考虑到项目所在地
的渭阳村石牌兜是畲族聚
居区，在征迁启动时，荔
本报讯 2月 11 日，在荔城区西天尾 城区就通过座谈讨论、听取民意等多种
一期）
项目指挥部， 方式，策划生成民俗风情园项目。春节
镇渭阳村莆田学院迁建（
镇村干部正在认真筹备民俗风情园项目挂 假期，项目指挥部还通过邀请乡贤召开
标前工作，
并充分利用春节元宵群众走亲访 新春茶话会等形式，进一步了解群众需
持续推进项目。
友时机做好思想工作，
求，争取支持。
莆田学院迁建（一期）项目涉及用地
目前，该项目已实现民房签约率、交
746 亩，涉及民房征迁 566 户，安置区建 房率、拆除率三个 100%，其中涉及 “一
筑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该区细化分解责 主四从”及文管学科组团用地，均已净
任，安置区从土地报批、项目立项、工 地连片交付施工，安置区进入桩基施工
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期手续办理 阶段。
（何晋生 张郁周 陈君）

绶溪畔新添莆阳书房

抓牢项目

荔城：

一线办公

涵江：

涵江区主要
本报讯 2月11日一上班，
城建项目，
与
领导深入各自挂钩联系的产业、
业主谋划新一年促开工促投产时间表。
华兴玻璃迁建项目将新建 4 条玻璃
瓶生产线。在该项目建设工地，涵江区主
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协
调解决进场道路建设标高等问题。
推动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配套是今
年涵江区城建工作的 “重头戏”。昨日一

早，该区主要领导就深入
西河公园等重点城建项目
一线调研，并督查 “大棚
房”清理整治工作，要求确
保按时完成任务。
今年，涵江区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
施、产业升级和民生领域上，全年实施重
点项目 432 个，年度计划投资 420 亿元以
上，推进 265 个重点项目开工、197 个重点
项目竣工。节后一上班，挂钩各个重点项
目的区领导、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干部纷
纷深入项目一线挂图作战，提供服务，力
促项目早日建成达产。（林亦霞 曾雅燕）

鼓足干劲

理，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
命”，加快推进湖石淉及周
边生态水系综合整治二
期，加快推进住建部“城市
本报讯 2 月 11 日上午，湄洲岛主要 智慧汽车基础设施及机制建设”工作。
领导深入轮渡、祖庙、执法局、公安派出
同时，坚持文化塑岛，彰显朝圣魅力。
所、边防派出所、湄洲镇政府等单位走访 推进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报世
看望，一线鼓干劲，推动新一年工作。
界遗产工作，全力创建国家级妈祖文化
今年，湄洲岛将围绕智慧城市、风貌 生态保护实验区，精心筹办第四届世界
整治、旅游业态、生态保护、文化弘扬等重 妈祖文化论坛、第二十一届中国·湄洲妈
积蓄发展动能。计 祖文化旅游节、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妈祖
点工作，坚持项目强岛，
划总投资 67.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5 文化活动周、春秋两祭妈祖大典等系列
亿元。坚持生态立岛，呵护碧水金滩。试水 活动。坚持旅游兴岛，打造湄洲品牌，做大
沙滩“河长制”管理，推进全岛垃圾分类处 旅游总量。
（许双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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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国
清）2 月 11 日是春节后的
首个工作日。当天，市委书
记、市河长林宝金深入荔
城区、城厢区实地调研水
生态文明建设。他强调，各
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
的重要理念，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要求，统筹治
理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水灾害，全力推动木兰
溪全流域系统治理取得新
的成效。市领导傅冬阳、沈
伯麟一同参加。
调研中，
林宝金实地察
看了木兰溪荔城段和城厢
绶
段建设情况及周边环境、
溪公园水生态提升项目。每
到一处，
林宝金都认真听取
有关规划、征迁工作汇报，
区
与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镇干部一同谋划下一步工
作的思路和举措。
林宝金指出，去年中
央主要媒体集中报道了习
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
重要理念，木兰溪成为全
国瞩目的生态文明样本，
在全社会产生了热烈反
响，进一步提升了莆田的
美誉度、知名度。各级各部
门要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在新起点上推动我市水生
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努力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
生动范本。
要重点攻
林宝金强调，
加强木
坚木兰溪水质提升，
全
兰溪沿线污水收集处理，
要抓好木兰溪沿线环
面整治入河排污口，
确保水质达标提升。
为群众提供诗意休闲空
境整治，
打造木兰溪生态景观示范带，
重点突破征地拆
间。要加快木兰片区建设，
坚持高起点规划，
迁等问题，
实现连片提升发展。要建立健全水务一体化等机
实现水资源严格管理、
制，
统筹供水、
用水、
节水、
污水处理等，
当好“
施工队
高效利用。同时，
各级河长要落实好河长制职责，
取得实效。
长”
，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林宝金还走进位于绶溪公园里的莆阳书房仁和居 6
号馆，认真了解书房运营等情况，要求提升书房管理水平，
打造集公共阅读、书籍流通、美学生活、文创产品、文化讲
座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
提升书香莆阳氛围。
林宝金在调研中还实地察看了儿童公园项目选址。

位于仁和居
春节元宵期间，
食品市场红火。连日来，
地处华林经济开发区的福建亚明食品有限公
该公司员工在忙着装车发货。 蔡昊 易振环 摄
司，
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图为昨日，

入企服务

城厢：

本报讯 2 月 11 日，城厢区工信部门
工作人员来到杰讯光电、亚明食品等工业
企业，了解企业复工、生产安排、产品销售
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用工等难题。
为确保实现今年首季工业经济 “开门
该区工信部门组织 6
红”
，
节后上班第一天起，
支服务小组，全覆盖走访辖区规模以上工业

关于保障
企业。及时落实该区《
2019 年“两节”期间生产稳定
运行促进良好开局若干措施的
通知》
，在企业坚持生产、用电
增长、
用工服务等方面给予企业政策奖励。
同时，该区企业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
营，进一步拓宽线上服务渠道。安排专职人
员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受理登记、问题
派转、综合汇总，以及办结反馈等。企业无
需出门，即可实施“键对键”交流，实现政企
沟通“零距离”。
（陈峰 詹丽明）

到岗到位

了全程代办业务。
该区行政服务中心制定
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实施方案，
将投资项目分为房屋建筑、市
本报讯 2 月 员员 日是节后上班第一 政、交通、水利、工业、港航六大类，把每个
天，早上 8 点半刚过，秀屿区行政服务中心 投资项目划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
各窗口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该中心正常工作 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 4 个阶段，按
时间是“朝九晚五”，虽然离上班时间还有半 照“一窗受理、无偿代办、全程服务、高效合
个小时，但笔者在投资项目代办中心窗口看 法”原则，为投资项目业主提供全程代办服
到，
落户该区的华盛环保产业发展公司办事 务，实现各阶段一窗式受理、一张表审批和
人员前来办理手续，工作人员很快为他办理 一站式服务。
（
刘金通）

本报讯
（记者 许爱琼 / 文 蔡昊 / 图）记者昨获
悉，位于绶溪畔的仁和居·莆阳书房已经开放，为市民新添
了一个借阅图书的去处，其清幽雅致的环境吸引许多市民
前去参观（如图）。
仁和居·莆阳书房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绶溪畔，装修风
格清新简约、典雅别致。仁和居为清代民居，建筑保存着清
朝原构，精工雕刻，是我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只见建筑
呈悬山顶穿斗结构，选用石料都是青石磨光。书房内窗明
几净，一排排干净整齐的书架，一本本飘着墨香的藏书，一
位位凝神静读的市民，构成一幅别样的城市画卷。
昨日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对于不少学生来说，也意味
着寒假进入倒计时。常年在江苏经商的市民唐志强，带着子
女前往绶溪公园闲逛。经过古香古色的仁和居·莆阳书房，
他特意领着孩子认真参观，
感受别具匠心的书香氛围。
该书房于 2 月 2 日正式开放，目前藏书 1 万余册，书
籍涵盖各类题材，其中少儿类图书达到 1000 册，目前开放
时间为 9：00-18：00。继去年 10 月 25 日古谯楼的莆阳书房
正式开放以来，这是我市第 远 个城市书房。（下转第 3 版）

秀屿：

聚力攻坚

情、务实的作风，围绕“开启健
康城，做大医械园；开启大港
口，做强新工贸；开发妈祖城，
做好文旅区”工作思路，推动
本报讯 2 月 11 日，
节后上班第一天。北 北岸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岸经济开发区召开工作部署座谈会，交流下
同时，北岸还要求，多深入基层，多为
一步工作的思路、
举措，
确保开好局、
起好步。 基层、企业和群众排忧解难，完成好移风易
北岸提出，开发区广大干部职工在新 俗、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民生事业，
的一年中要持续发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 努力营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让广大群
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 众享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王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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