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OWEN
要闻 MEIZHOU DAILY

2023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五
责编／李霞 美编／刘智豪 校对／林丽青
电话／0594-2697267 E-mail:519947910@qq.comA2

责编／洪颖 美编／刘智豪 校对／谢永英
电话／0594-2697267 E-mail:hymzrb@163.com

出版单位：湄洲日报社 印刷单位：湄洲日报社印刷厂 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七步村郊西421号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及邮发 邮发代号：33-45 零售每份：1.4元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福建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头分理处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莆田监管分局批准，
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1098U335030027
许可证流水号：00897207
业务范围：上级机构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时间：2010年09月27日
住 所：莆田市涵江区白塘街滨海路93号
邮政编码：351111
电 话：0594-350254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莆田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3年1月12日

福建信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3年 2月 15日 10:00时，在莆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

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山亭分区单元内加油站（山亭加油站）租赁经营

权，租赁经营期限为10年。起拍价：首年租赁经营承包金人民币110万元，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300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条件
竞买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企业法人单位、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
三、拍卖资料
有意竞买者于2023年1月13日至2023年2月14日（上班时间）到我司报名地点

购买拍卖会资料文件，也可登录莆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http://ggzyjy.xzfwzx.pu⁃
tian.gov.cn:8808/查看下载。

四、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23年 2月 14日 16时前，意向竞买
人须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户名：福建省恒顺实业有限公司，账号：
1405010519600166864，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秀屿支行。），并
持有效证件至我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以银行实际到帐为准，逾期不予办理。

五、看样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2月10日（上班时间）
六、报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园东路269号（喜盈门）2号楼2005室
七、联系电话：14759734760、19500184818
八、其他事项要求和未尽事宜等详见我司拍卖规则等相关拍卖文件。

2023年1月13日

福建信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3年 2月 15日 15:00时，在莆

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 PSBA-2011挂-04

号地块（含 8号泊位堆场扩建区域）综合利用建筑用
花岗岩及回填土，具体详见《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
岸经济开发区 PSBA-2011挂-04号地块土石方量估算
报告》。

标的项目全区共求得可利用石方量约261.08万m2，
其中A区块可利用方量约135.01万m2 ；B区块可利用方
量约 126.07万m2；具体结果详见《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
北岸经济开发区 PSBA-2011挂-04号地块土石方量估
算报告》表 4-5。全区共计求得剥离量约 154.88万m2 ，
其中A区块剥离耕植土约7831.5m2 ；B区块剥离耕植土
约 9278.4m2；具体结果详见《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北岸
经济开发区 PSBA-2011挂-04号地块土石方量估算报
告》表4-6。

起拍价：人民币13000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600万元整。

标的按实物现状进行拍卖，我司和委托人对标的的

品质、储量、种类、使用用途及瑕疵等不承担担保责任。
二、竞买人资格条件
竞买人应为遵守法律、法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企业法人。
三、拍卖资料
有意竞买者于2023年1月13日至2023年2月14日

（上班时间）到我司报名地点购买拍卖会资料文件，也可
登录莆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zfwzx.pu⁃
tian.gov.cn:8808/查看下载。

四、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23年
2月 14日 16时前，意向竞买人须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
定账户（户名：福建省恒顺北岸能源有限公司，账号：
145050100100343340，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莆田城厢支
行。），并持有效证件至我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以银行
实际到帐为准，逾期不予办理。

五、看样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2月10日（上班
时间）

六、报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园东路269
号（喜盈门）2号楼2005室

七、联系电话：14759734760、19500184818
2023年1月13日

涵江区庄边镇梨坑
村欧育武、辛雨欢夫妇不
慎遗失婴儿出生证壹份，
号码为 U350085875，声
明作废。

2023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秀屿区东峤镇东峤

村蔡国强、林荔琼夫妇不
慎遗失婴儿出生证壹份，
号码为N350317705，声明
作废。

2023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仙游县枫亭镇秀峰

村柯志锋、钱玉霞夫妇不
慎遗失婴儿出生证壹份，
号码为M350173732，声明
作废。

2023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涵江饮食服务公司陈金春不慎遗

失个人寄存档案凭证原件壹份，个人档
案寄存于涵江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
心，档案号码为 0475，身份证号码为
350303196212150012，声明作废。

2023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原忠门柳坑小学陈春森（身

份证号码 350321193003150795）
不慎遗失退休证壹本，参加工作
时间 1957年，退休时间 1981年，
声明作废。

2023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陈美蓉（身份证号码为 350321198204136044）

不慎遗失莆田瑞盛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福建增值
税普通发票壹份，号码为 14428410，代码为
035001900105，校验码：64573798851093898950，
发票金额：690000元，声明作废。

2023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1月 10日，荔城区新度镇郑坂社区党员单元
长吴瑞伟带着镇卫生院党员医护人员，为村民老人接种第
三针疫苗，并发放爱心健康包。

为了提高接种效率，新度镇结合实施“党建引领、夯基
惠民”工程，组织镇卫生院党员医护人员与 28个村党员单
元长、回乡党员组建疫苗接种“移动队”，开展 60周岁以上
人员新冠疫苗接种“敲门入户”行动，目前已接种疫苗 231
名，发放疫情健康包1000多份。

针对部分偏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该镇党组织暖
心小分队，联合镇卫生部门就近开展“送苗上门”服务，为符
合条件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留观完成后由专车送回家
中，用周到的服务推进疫苗接种。

据介绍，该镇各村（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网格管理
优势，依托网格（小区）微信群、“智慧社区”平台、网
格便民服务电话等，收集掌握居家群众服务需求，并通过
组建“村社服务小分队”、党员志愿服务队等，及时为群
众送医送药、代购代办，关心慰问困难群众，回应解决独
居老人、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实际问题，让居家群众感
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翁国城 陈耀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戴立钦）1月 11日，2023年莆
田市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为困难群众送去新春
温暖和关怀。

活动中，市红十字会分别将筹集到的 150万元资金和
价值46.5万元的电饭煲、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物资发放到各
县区红十字会，由他们分发到 1000多个困难家庭手中，并
现场为20名困难群众代表送上新年慰问品。

据了解，近年来，市红十字会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广泛开展各类募捐和人道救助，帮助弱势群体解忧纾
困。“博爱送万家”活动开展 15年以来，市红十字会多渠道
动员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因病因灾陷
入困境的群众送去救助款项和物资价值近 700万元，救助
困难群众近2万人次。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朝霞说，希望更多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起积极参与公益善行活动，共同推动
我市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省人大代表郑娇敏：构建企业参
与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育
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高水平
就业。加强宣传，营造尊重劳动、崇
尚技能、鼓励创造的良好氛围。

省人大代表林秋云：大力发展海
洋经济，支持在莆田建立海洋碳汇交
易试点基地，创建国家海洋一二三产
业整合发展示范园，促进渔业增效、
渔民增收、渔村繁荣。

省人大代表黄海声：强化数字化
改革引领，搭建产业大数据共享服务
平台，推进元宇宙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全方位培育数字经济人才，实现
数字赋能、激发发展活力。

省人大代表蔡伟生：政府、部门
和企业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打造
更多“金字招牌”。多方联动，加大宣
传推介力度，扩大“福建名品”影响
力，把福建品牌擦得更亮、叫得更响。

省人大代表陈建红：加强专门教
育工作，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加
大资金投入，按区域加快推进专门学
校建设，明确招生对象、入学程序和管
理机制，规范教育教学和学籍管理。

省人大代表林剑平：支持莆田打
造全国家居装饰画产业基地，整合资
源，推动整个产业完链补链。推动制
定装饰画行业标准，设立标准鉴定机
构，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省人大代表赵鲁山：完善中小微企
业纾困政策，建立中小微企业发展信息
服务平台，做到精准帮扶。分行业分领
域实施品牌强省战略，营造重视品牌、
培育品牌、发展品牌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沛达）1月12日，副市长
祝海辉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秀屿区、城厢区、
涵江区，开展节前送政策走访慰问暨节前安全生产检
查活动。

祝海辉一行先后前往诚壹实业、蛤老大、复茂、红
太阳、方家铺子等食品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用工等情况，认真宣讲惠企政策，倾听企业需求，用心
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

走访慰问中，祝海辉鼓励企业进一步加强科技创
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培养优秀人才，加强企业间合作，
抱团发展，并要求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
升产品品质，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他叮嘱有关
部门要加大指导力度，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努力
实现一季度“开门稳”“开门红”。

用心服务助企纾困

连线省两会
ianxianshenglianghuiL

省人大代表袁敏：充分利用混改
企业制度优势，进一步助推我省数字
经济发展。把莆田纳入产业互联网
试点城市，给予政策支持，帮助高位
嫁接产业链龙头企业。

本报讯 （记者 蔡蕊）1月12日，全市重点产业发
展暨招商工作2023年第一次调度会召开。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世文出席。

会上，王世文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再加压，切实贯
彻市委市政府“俯下身子抓产业、一心一意谋发展”工作
部署，紧绷抓产业这根弦，加压推进各项工作。要突出工
作重点再使劲，不断完善“两图”“两库”，持续优化“四个
清单”，全力抓好招商工作，深化亲清惠企平台建设，解决
企业后顾之忧。要理顺各方关系再合力，发挥好各小组
的作用，强化上下联动、相互补位、条块结合，建立长效机
制，坚持问题导向，做到任务清单化、清单项目化、项目责
任化，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合力推进产业发展。

抓好重点产业发展

1 月 12 日
晚，2023“烟火秀
屿 年在一起”
年货节启动仪式
暨 首 场 新 春 璀
璨 烟 火 秀 在 秀
屿万达广场激情
点燃。

全媒体记者
蔡昊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昨日，记者获悉，
市文旅局推出“莆阳开春·欢乐春节”系列文化活动，邀
请市民参与，在雅致文物中知莆阳，在古韵古曲中寻乡
音，在非遗技艺里接文脉，在清雅书香中颂乡梦。

据了解，活动将在市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
三清殿、莆仙大剧院、莆阳书房等公共文化空间举
办。其中，以“古府雅韵‘瑞兔庆春 文博聚福’”

为主题的活动将在市博物馆举行，推出画展、出土文
物展、民俗体验活动等。“书香莆阳‘福兔呈祥·阅享新
年’”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内容有灯谜竞猜、读书
会、文化讲座等。以“‘博文弘艺’玉兔接福 群艺迎
春”为主题的活动分别在莆仙大剧院、市群众艺术
馆、三清殿传习所等地举行，市民可观看艺术作品
展、摄影展、莆仙戏表演等。

莆阳开春 欢乐春节
市文旅局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 通讯员 林萍）记者昨
获悉，为确保春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基本稳定，让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市发改委发布全市49家平价商
店名单。1月10日起，我市各地陆续启动平价商店销售活动。

据介绍，春节期间的平价商店，仙游县12家，荔城区8家，
城厢区 8家，秀屿区 8家，涵江区 8家，北岸 2家，湄洲岛 3家，
可在超市门店的“政府指定农副产品平价销售区”选购平价
粮、油、肉、蔬菜、水果等商品。

平价商店是通过政府补助和企业让利相结合的形式，以
相对优惠的价格销售粮、油、肉、蛋、菜等平价商品，稳定市场
价格。其中，平价蔬菜、水果的销售价格低于当地同类市场均
价15%以上，粮油肉禽蛋等的销售价格低于当地同类市场均
价5%以上。

我市发布49家平价商店名单
保供稳价护民生

敲门入户 精准送“苗”

（上接A1版）农贸市场“三分建、七分管”。该市场内还公
布了诚信经营示范店商户“红黑榜”。公司与 66户商户全部
签订承诺书，涉及安全管理、卫生管理、食品溯源等，如果3次
违规将作退市处理。而进入红榜的优质商户在来年续签租约
时将有优先选择摊位的激励措施。

如今，维护好市场环境、诚信经营成了商户们的行动自
觉。通过持续深化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不久前，城北市
场入选我省首批“星级文明集市”，成为我市农贸市场改造提
升工作的“标杆”。

在城北市场经营干货摊位 20多年的陈炳云说：“老菜市
场变得越来越好，我60多岁了，也不想退休，愿意在这里多看
几年摊子。”

市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

本组摄影：全媒体记者 黄国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