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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丽燕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委巡察办获
悉，根据南安市委统一部署，2020年 4
月至 7月，市委巡察组对市民政局、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信访局、市行政服
务中心、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市委台
港澳工作办公室、市财政局（含会计核
算中心）、市审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统计局等11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
巡察。巡察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
述，坚守政治巡察职能定位，牢牢把握

“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紧围绕“三个
聚焦”，对照被巡察党组织的职能责任
和“三定”规定，强化政治监督，通过广
泛开展个别谈话，认真受理群众来电
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

解情况，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顺利完成了巡察任务。

市委书记林荣忠主持召开市委
“五人小组”会议，听取巡察综合情况
汇报，研究巡察成果运用和问题处置
的意见，对做好下一阶段的巡察工作
提出了要求。林荣忠强调，要形成合
力共识。全力支持巡视巡察工作开
展，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作为纳入
市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要抓手来做，
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要常态化
开展巡察。把巡察纳入常态化常规化
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敦促警示全市
党员依法依规、守法履职。积极创新
巡察方式方法，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到哪里，巡察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要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现问题，帮助
把脉，推动被巡察党组织举一反三、堵
塞漏洞、完善制度。要创新完善机制，

抓好长期整改，像落实省委巡视整改
一样，市委“五人小组”要阶段性听取
整改成效汇报，形成制度化，推动被巡
察党组织负起责任，形成自觉，真抓实
改。要建立健全整改长效机制，着力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
强化成果运用。强化巡察发现问题分
类处置工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精准处置，严肃处理，该立案审
查调查的按规定立案审查调查。要进
行逻辑分析。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
进度与效果兼顾，针对不同板块、对象
和任务，巡察办要提出一个精准指导
意见，强化建章立制，增强系统思维，
把握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善于综合分
析，从点分析到面，实事求是，客观发
现问题。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听取
了各巡察组巡察情况汇报，对运用好
巡察成果、抓好巡察整改提出了要

求。日前，各巡察组分别向被巡察党
组织反馈了情况，要求限期整改巡察
反馈的问题。

市委巡察组巡察市民政局党组期
间，巡察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
问题，主要是：局党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不够深入，推动低保对象管理、城乡
社区建设等主责主业力度不足；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执行“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不够到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不够坚决，推进基层减负等专项治理
工作成效不明显；执行财经制度不够严
格，专项资金管理存在廉政风险；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责任”压得不够紧，选人用
人工作不严肃，对系统内干部和下属单
位监管不够到位；存在“重业务、轻党建”
倾向，推动社会组织工作措施乏力，落实
巡察、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够到位。

（下转3版）

南安市委巡察组向十三届市委第九轮巡察的单位党组织反馈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吴长敏 记者 陈亮亮）今

年来，南安继续推动为民办实事“菜篮子”工程建
设项目，大力扶持省（泉州）市控副食品基地建设，
保障副食品市场供应稳定。2020年共扶持15个

“菜篮子”项目，获得泉州市补助资金185.9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黄木水 记者 陈亮亮）
近日，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下达南安市2020年第二批新型城镇化建设奖补
资金140万元，其中2020年2个村庄在分类整治
既有农房方面成效显著，通过存量裸房整治提
升等工作，基本实现村庄无裸房，各获“以奖代
补”资金20万元；1个村入选2021年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重点改善提升“十镇百村”预
备项目，获保护和整治建设补助资金100万元。

南安扶持15个“菜篮子”项目

获泉州补助185.9万元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通讯员 郑雅芳）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发改局获悉，今年1-10月，
南安共完成公共资源交易429宗，交易额38.21
亿元，节约政府资金5.13亿元，增值0.49亿元。

其中，工程项目206宗，交易额29.94亿元，
节约 4.77 亿元（包括建设工程 76 宗，交易额
28.05亿元，节约4.60亿元；小规模工程130宗，
交易额 1.89 亿元，节约 0.17 亿元）；采购项目
119宗，交易额 5.63亿元，节约 0.36亿元（包括
政府采购 85宗，交易额 2.07亿元，节约 0.20亿
元；国企采购34宗，交易额3.56亿元，节约0.16
亿元）；产权交易项目104宗，交易额2.64亿元，
增值0.49亿元。

南安获新型城镇化建设奖补金140万

1-10月南安公共资源交易

共节约政府资金5.13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提供的数据显
示，10 月份，福建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缩小1.1个百分点，与全国平
均水平持平。

其中：城市上涨0.6%，农村持平；消费品价
格上涨0.5%，服务价格上涨0.4%。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价格呈“四升一平三降”：教育文化和娱
乐类、食品烟酒类、衣着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
分别上涨 2.1%、2.0%、0.8%和 0.7%；其他用品
和服务类持平；交通和通信类、医疗保健类、居
住类分别下降4.1%、0.2%和0.1%。 （东南网）

10月福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

■本报记者 傅少滨

旧城改造擘画美好生活的溪美、
千年古郡造幸福新城的柳城、书香满
城全民运动的梅山……近年来，南安
各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共建美好家园，形
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8月 19日起，海丝商报推出“走向
我们的小康生活·一镇一亮点”大型融
媒系列报道，围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讲好鲜活小康故事，记录南安各乡
镇（街道）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的火热实践，展示人民群众共建美
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历时3个月，遍访26个镇街，系列报道
刊发后，受到了南安社会各界的持续
关注和强烈反响，微信公众号、今日头
条、抖音、报纸等平台累计阅读量超
180万，点赞量超1万。

180万人次关注

26篇文章、180万人次阅读，背后
是广大南安人的关注和期盼。

“海丝商报这次策划推出的‘一镇
一亮点’大型融媒系列报道，是一次系
统性的整理，让我们对南安各镇街有
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值得点赞！”海丝
商报资深读者黄先生说，报道生动展

现了南安人的小康故事，让他对南安
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期待。

“这一组报道内容丰富，有视觉冲击
力，展示出了各镇街的亮点，让人看了之
后很振奋。”洪梅宣传委员黄耿鑫说，看
了系列报道后，让基层干部对南安决胜
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有了更直观、更
全面的感受，大家备受鼓舞，信心十足。

乐峰镇以印山林场康养基地为
中心，大力挖掘旅游资源，致力打造
泉州“后花园”。“海丝商报关于乐峰
的报道发出后，引发了读者的强烈
反响，游客对印山林场第三届采摘
节的参与热情高涨。”乐峰镇宣传委
员李燕娜表示，报道打响了乐峰镇
的知名度，更加坚定了乐峰决胜小
康社会的决心。

同样有这种感受的，还有罗东
镇宣传干事黄景胜。“幼儿园至高中
一体化的学村、建设中的童昌医院、
银河商场……罗东发展日新月异，
令人惊喜，令人期待！”黄景胜说，海
丝商报的报道，让罗东人对未来发
展更有信心。

1万多人点赞

26篇文章、1万多个点赞，是对南
安各镇街的肯定和鼓励。

“健康又美丽，我的家——康美”

“希望东田的工业进一步发展，经济发
展更进一步”“一座正在崛起的新兴小
镇（省新）”……一条条留言，表达了网
友对家乡、对南安的美好愿景。

同时，不少网友积极为南安发
展出谋划策。近年来，向阳依托“三
农互联网+”探索出一条致富之路，
今年更是进军直播领域，开展了一
系列直播助农活动，让乡民看到了
新盼头。“向阳的成功，其他乡镇可
以借鉴。”网友“L.M.S”认为，向阳乡
的做法效果不错，为农业发展提供
了更多可能性。

幸福号角，催人奋进。此次系列报
道，在南安也掀起了争当先进的良好风
尚。不少党政干部表示，将以先进典型
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推进南
安高质量发展超越贡献力量。

11月 6日-8日，2020年全国皮划
艇激流回旋秋季冠军赛暨全国青年锦
标赛、全国U系列比赛在梅山成功举
办，为“书香小镇·运动梅山”又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梅山将以
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探索文化、体
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探索产城融合新
路径，持续打响‘书香’‘运动’品牌，助
推梅山第三产业与小城镇建设，为南
安高质量发展超越添砖加瓦。”梅山镇
党委宣传委员洪清竹说。

这些乡镇关注度最高

在这次“一镇一亮点”系列报道
中，作为南安东北部最发达乡镇之一，
洪濑镇的关注度颇高。在海丝商报抖
音平台，洪濑“亮点”报道阅读量达9.2
万，高居26个乡镇（街道）首位。

“二十年前不比溪美差，十年前不
比梅山差。”网友“沉东京浮福建”的
话，道出了洪濑曾经的辉煌。但这些
年来，受道路制约，洪濑镇社会经济发
展遇到瓶颈，如今筹资 8000多万元修
建洪都公路，诸多道路同步推进，这座
千年商贸重镇有望重焕风采。

“希望洪濑早日抬头迎着新道路
前进。”对于洪濑镇的努力，网友“福建
泉州”送上了祝福。

受到网友关注的，还有翔云镇。在
海丝商报抖音平台，以一条路带动一个
镇发展的翔云，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报道阅读量达7万，仅次于洪濑镇。

泉州最大的街道——柳城街道同样
备受瞩目。在海丝商报微信公众号，柳
城街道“亮点”报道阅读量达2万。臭水
湖变得“湖光潋滟，杨柳依依”，靓丽的小
区替代了低矮简陋的房屋，宽畅的大道
车水马龙，小学办到了家门口，市民幸福
感越发浓厚……从千年古郡到幸福新
城，柳城的巨大变化赢得了广大网友的
肯定。“厉害了，柳城街道。”网友“陈建社”
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在微信平台，关注度较高的还有
溪美、九都、石井、美林、眉山、诗山、乐
峰等镇街，报道阅读量均破万。

历时3月遍访26镇街 累计阅读量超180万
本报“一镇一亮点”系列报道反响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