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1302期星期四

今日4版
2022年 1月 13日
辛丑年十二月十一

官方微信

新闻热线 0595-26531010

海丝起点 魅力南安

福建日报社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72

邮发代号 33-82

责编：林梅治 美编：柯吉 校对：欧爱婷 广告热线：0595-26531028 发行热线：0595-26531027 电子信箱：hssb1101@163.com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拥有海丝商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南
安
天
气

南
安
天
气

南
安
天
气

南
安
天
气

今日
8℃—17℃

阴转多云

14日 8℃—16℃ 晴

15日 9℃—21℃ 晴

本报讯（记者 庄晓丽 通讯员 林
应权） 11日，省台港澳办主任林文生
带队到南安，调研“纪念郑成功收复台
湾 360周年”系列活动筹备情况，实地
考察建设中的成功文化产业园，走访郑
成功庙等场所，并召开现场座谈会。

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
部部长陈辉宗，南安市领导林荣忠、张
桂森、蔡清安、陈倩参加相关活动。

当天，林文生一行走访了成功文
化产业园、郑成功庙等地，详细了解项

目建设及有关郑成功文物保护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南安市

汇报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周
年”系列活动的筹备情况，以及进一步
整合辖区内郑成功系列史迹资源，弘
扬郑成功文化，打造“南台融合发展先
行示范区”的相关工作情况。据悉，纪
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周年暨第七届
南安郑成功文化节拟于2022年6月上
旬举行，活动包括第七届南安郑成功
文化节开幕式暨成功文化产业园开园

仪式、郑成功陵园拜谒活动、郑成功收
复台湾 360周年纪念大会、“海丝起点
成功颂”主题文艺晚会、“郑成功精神
的新时代意义”主题论坛、两岸青年创
业创新交流对接会、“成功故里缘，两
岸一家亲”主题进香活动、石井郑成功
庙系列民俗活动等。

林文生充分肯定了省重点项目成
功文化产业园在南安的落地建设，并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对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好郑成
功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作用，
突出“两岸同祭”，高规格、高水平办好

“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 360周年”系列
活动；要加快成功文化产业园建设步
伐，用心谋划、主动作为，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突出“以通促融、以
产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
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台胞台
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桥头堡”。

第七届南安郑成功文化节拟于6月上旬举行
省台港澳办领导到南安调研系列活动筹备情况

本报讯（记者 陈亮亮） 12日，
南安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阳主
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领导
黄华强、丁金火、洪琪瑜、黄清地、吴顺
情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有关会议
及文件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泉州
市委书记刘建洋来南调研精神和南安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就抓好省委常委、泉州市委书记
刘建洋来南调研精神的贯彻落实，会
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领会精神实
质，开展多种形式学习，把调研指示精
神转变为履行职责的内在动力，确保
把调研指示精神传达到位、学习到位、
贯彻到位；要主动发挥优势，积极履职
作为，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
发力，更好地助力南安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超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工作
落实，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的职责落到实处。

会议传达学习泉州市两会精神，
并提出贯彻意见。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学习贯彻泉州市两会精神，将两会精
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要突
出履职尽责，彰显政协担当作为，紧扣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群众的急难
愁盼，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团结联谊，
为实现泉州市两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凝
聚共识，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作风
建设，树牢宗旨意识，加强调查研究，
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以良
好作风保证履职成效，树立政协良好
形象。

会议传达学习泉州市委十三届二
次全会、南安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
神，提出贯彻意见。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理解
把握精神实质，牢记“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
泉州市委和南安市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要主动作为，积极建言资政展现政
协担当，做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指向
哪里，政协履职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要发挥优势，广泛凝聚共识，为南安高
质量发展超越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市县政协
工作的意见》，提出贯彻意见；研究了
南安市政协 2022年度重点协商计划
等有关事项；听取了南安市政协党组
成员2021年度述责述廉报告，并进行
点评和评议。

本报讯（记者 陈江涛） 12日，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调研组到南安市，调研烈士纪念设施
网格化管理情况。南安市领导王连赞、陈志慧
陪同调研。

在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罗庆春一行详细了
解了南安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与管理工作成效。

据悉，南安市的 122处烈士纪念设施划分
为 110个网格，每处烈士纪念设施都确定具体
管理保护责任人（网格员），主要由村两委担任，
并纳入市网格办管理。根据有关规定，南安还
制定《南安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员管理规定》，
加强对烈士纪念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督促考核。
市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分集中、零散管理两个档
次，为每个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责任人（网格
员）发放相应补贴。

此外，南安还借助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平
台的网格管理资源，在对每个烈士纪念设施
进行现场察看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采取“一
处一案”的办法，将全市所有烈士纪念设施与
智慧平台进行对接，把全市 293 个烈士纪念
设施（包括烈士墓、纪念碑）的基础信息全部
录入南安市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平台，并实行
动态更新。

目前，南安已完成39处烈士纪念设施的视
频设备安装，及智慧平台系统关联工作。

本报讯（记者 洪丽燕） 12日，
南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
景阳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机关
干部大会，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洪顺昌、
王端峰、苏毅伟、傅漳龙、黄梓奇参加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泉州市十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精神、泉州市委十三届二次
全会精神及南安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
精神，并研究具体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要当好贯彻落实两
会精神的传播者，把学习好、贯彻
好、宣传好泉州两会精神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建强宣讲队伍，用
好宣讲阵地，把两会精神传递到全
市各级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心中，
努力开创南安人大工作新局面；要
当好“五个更高”奋斗目标和“七个
聚焦”工作任务的推动者，围绕中
心、履职尽责，推动工作落实，为南
安高质量发展当好主力军、打好主
动战、赢得新发展；要当好凝聚代
表力量、激发代表作用、履职为民
的示范者，充分发挥五级人大代表
在基层的作用，充实人大代表联系
群众活动室内涵和功能，整合“两
代表一委员”资源，汇聚起人民群
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南安篇章贡献人
大力量、代表力量。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泉
州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和南安市委
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并与学习贯
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省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统筹谋划今
后人大各项工作，切实把人大制度
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紧迫感，找准新形势
下人大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
力点，高质高效谋划做好 2022 年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推动市委决策部
署落地落细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严格执行机关各项
规章制度，推动党组和党支部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
障高质量发展。

当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还召开
述责述廉会议，黄景阳带头述责述
廉，并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对党组班子
成员述责述廉逐一进行点评，提出具
体的评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班子、各委办主任及派驻纪检监察组
参加会议并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进行现场评议。

本报讯（记者 林晶晶 庄晓丽） 12日，南
安市委书记林荣忠带队开展慰问活动。

当天，林荣忠一行先后来到水头下店村
村民吴丹凤和黄继胜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
家庭情况。吴丹凤和黄继胜原是国定贫困
户，生活较为困难，且子女还在上学。经过各
级相关部门的帮扶，吴丹凤和黄继胜均已于
2016 年脱贫，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林荣忠叮
嘱吴丹凤和黄继胜，要好好栽培子女，在党和
政府以及社会的关心支持下，通过自身努力
把日子越过越好。

随后，林荣忠一行还来到困难党员蔡计昌
和李文谈家中。林荣忠表示，老党员年轻的时
候为党和国家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如今
要让他们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福利。他叮嘱老人
平时要多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及时向党委政
府反映。

慰问中，林荣忠要求镇、村干部要多关心关
怀困难群众的生活，认真倾听诉求，切实帮助他
们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林坤刚 苏桂勇 文/图） 记者从南安
市美林街道办事处获悉，南安市委党
校项目已于日前开工。昨日下午，记
者走进该项目施工现场，只见一辆大
型挖掘机正在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
鸣声，几名施工人员戴着安全头盔正
在紧张作业，工程建设开足马力、有
序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目前已经完成了现场的‘三通
一平’工作，临时办公区域、项目经理
部也已搭建完成，红线范围内的场地
已经清理完毕，正在进行施工围墙的
搭设和部分施工道路的硬化工作。”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郑威告诉记者，
该项目预计2023年年底完成。

“南安市委党校现有校区始建于
上世纪50年代，占地面积45亩，现有
教室、学员宿舍等建筑老化严重，已
经满足不了新形势下党校办学治校
的需求。”南安市委党校办公室负责
人张贻款介绍，为改善和优化办学条
件，满足党校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提升需求，提高南安市委党员干部队
伍整体素质，南安市委党校项目势在
必行。

项目负责人李毓琨介绍，南安市
委党校项目位于美林街道市民中心
项目片区，东至美林柳城交界处龙峰

岭、西至福新路、南至江北大道、北至
凤凰山。项目总投资为 40934.35万
元，总用地面积63259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53772平方米。项目将建设教学
楼一栋，其中包含教室用房、教研用
房、图书馆及信息中心、教师备课用
房等；建设学员宿舍1（含食堂）、2、3、

4号楼；建设一座体育馆，其中包含室
内篮球馆、室内游泳馆；还有后勤附
属用房、其他辅助空间，如走廊、中
庭、门廊及架空空间等；还计划建设
一个景观水体。

“南安市委党校项目建成后，将
设有29间教室、2间梯形教室、220间

宿舍，最多可同时容纳 1000多人，更
方便学校对外开放办学。”张贻款表
示，南安市委党校的建设，将极大改
善市委党校的教学条件，提升市委党
校的办学水平，对党员干部队伍整体
素质的提高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更
好地服务于南安市经济社会发展。

南安市领导开展慰问活动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调研组到南安

调研烈士纪念设施网格化管理情况

南安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南安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南安市委党校开工 预计2023年年底完工

南安市委党校项目效果图。

本报讯 （通讯员 何金莲 记者 陈亮
亮）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财政局获悉，2021
年，该局认真贯彻落实政府采购助力消费帮
扶工作的安排部署，助力政采，支持乡村振兴
开好局。

去年，南安市财政局通过电话咨询、网络
视频培训等方式，积极向预算单位宣传政府
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相关政策，鼓励和引
导预算单位将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
台（“832”销售平台）产品作为食堂食材、工会
福利、慰问品的采购对象，对预算单位不低于
当年农副产品采购金额的 15%的预留份额抓
好采购执行，确保按时完成采购任务。据统
计，2021 年，南安市在“832”销售平台注册生
成预算单位管理账号 233 个，开通采购人交
易账号 271个，完成交易 362笔，交易额 91.52
万元。

南安市政府采购

助力“832”平台完成订单362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