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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体育场馆昨起有序开放
线下聚集的体育赛事、活动等继续暂缓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凌燕） 记者昨日从市体育局获悉，
全市各类体育场馆昨起有序恢复开放，满足群众日常健
身需求，推进我市体育场所复工开市。
据介绍，先行有序开放的为体育场、体育馆、健身房等
体育场所，包括公共体育场馆和各类经营性体育场所。其
中，恢复开放的室外体育健身场地有多功能运动场、健身
步道、健身路径及各类体育场馆的田径场等。室内体育场
所中通风条件良好的健身房、健身馆等将分区域、分项目
开放。
暂缓开放的有室内游泳馆（池）、密闭场所，或利用地下
空间等通风条件较差的体育场馆或体育场馆部分区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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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线下人员聚集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等继续暂缓举行。
市体育局要求，复工开市的体育健身场所须配备疫情
防护物资，保障员工日常工作和经营场所疫情防控需求，
体育从业人员要建立健康体检制度，场馆要做好防控宣传
提示，室内体育场所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条件，不得使
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在客流管控上，可视情况适当缩短开放运营时间，确
保充足的消毒保洁时间。倡导实行电话、微信、APP、小程序
等预约服务，采取分时段分散式锻炼，各类体育场所可活
动区域每 100 平方米的人员密度控制在 30 人以下。可以
开放的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人数减半且不开展对抗性比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永 忠 文 /
先 图） 连日来，第三批市直机关党员干
锋 部赴秀屿区、湄洲岛、北岸先锋队下
沉基层，服务一线，想企业所想、急
队 企业所急、解企业所困，推出解决
实 “项目用工难、建材供应难”专项服
务行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先锋队领队黄国强介绍，秀屿区
效 的乐澄
（中国） 生活用品有限公司急
服 需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人等，先锋队
与市人社局沟通，通过中国海峡人才
务 网莆田频道“热点公告”发布企业用
工需求信息，帮助企业拓宽招聘渠
助 道，解决用工短缺问题。目前每天有
复 10 多个来电咨询，已有 13 人到企业
试工。
工
在北岸的妈祖健康城启动区（B、
C 地块）项目，先锋队针对缺工情况，
复 主动协助施工单位制定务工人员返岗
方案，推出交通补贴和包车接送两种
产 方式。同时，向返岗工人发放复工

“大礼包”，即对返岗工人提供金额不
等的交通补贴，针对工人相对集中的
地方采取包车接送，为项目施工单位
提供“返岗直通车”服务，组织“专
人、专车、专线”，实行点对点直达
运输，为无法自行返岗的工人提供
“一站式到岗”服务。至目前已到河
南周口、南阳及宁德福鼎等地通过 3
次包车，共接送 48 名务工人员返莆。
在先锋队的协助下，该项目工地到岗
工人由 3 月初的 264 人增加到现在的
514 人。
受疫情影响，玻璃供应厂家无法
达产，妈祖健康城启动区玻璃几乎断
供，影响了工程 7# 医技共享中心外立面及其他楼宇外
立面窗户玻璃安装工作进程。
“先锋队全力协调，帮助企业推进操作链正常运
转。”黄国强说，在了解情况后，他们采取专项服务行
动，主动沟通市相关部门，协助业主协调推进厂家加大
产能，自 3 月 18 日起，厂家日供玻璃量约 300 平方米，
近期将达 500 平方米，确保了工程的正常施工。

赛活动。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隔网运动，每片场地仅限单
打，不得多人共用场地，场地与场地之间间距不得少于 2
米。健身（有氧训练、力量器械区等）、攀岩、台球、射箭、保龄
球、
飞镖、轮滑、瑜伽等项目经营场所，健身人员需与他人保
持 1.5 米以上距离。拳击、搏击、跆拳道、散打、击剑等项目
仅限单人练习，不开展对抗性训练比赛。市民健身点每个器
材仅限单人操作，不得多人共用同一器材。
市体育局提醒，前来健身的群众应自觉佩戴口罩，锻炼
前配合做好体温监测，锻炼时防止手到处摸、碰，避免用手
触碰眼、口、鼻等部位，锻炼前后要用消毒液或消毒湿巾对
手部进行消毒，发现人员密集情况应及时疏散。

服务不中断 办事不耽误
记者昨晚探访城厢区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文 / 图）
“如果双方没有异
议，这起交通事故就这样处理了，请确认签字。”昨晚，城
厢区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灯火通明，民警通过双
方提供的行车记录仪，快速处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中心夜间、周末服务不间断，方
便群众办理事务。
当晚 7 时许，记者来到该中心，看到大门口的值班
人员对要进入中心处理交通事故的人员测量体温，提醒
戴好口罩。3 位市民刚刚在 G324 国道屿上路段发生轻微
刮擦交通事故，他们各自带着行车记录仪来该中心处
理。民警根据前方出警人员发回的现场照片、行车记录
仪内容等，为双方作事故调解处理（如图）。
该中心负责人王琳忙着调出公共视频，进一步固
定证据，为双方出具事故责任结果。他说，该中心与
城厢交警大队一、二、三中队紧密互动，小剐蹭等轻

微车损事故发生后，中队民警出警，现场拍摄照片第
一时间发送到中心微信群里，然后指引事故双方当事
人到中心处理。此举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因事故现场
撤离不及时引发交通 拥堵 现 象和 次 生事 故 。他 们 每
天夜间上班到 11 点左右，每晚大概调解处理事故七
八起。
疫情发生以来，为最大限度避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
聚集接触，该中心创新推出线上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便
捷服务。出警民警一到现场，除了拍摄照片等，还第一时
间把事故双方当事人拉入事故快速处理应急群，证据发
到群里后，双方各自开车离开。王琳说，民警利用微信视
频群聊功能，通过微信视频在线沟通，分别听取双方当
事人的陈述，并上传相关证件材料，通过科技手段直观
调解。疫情期间做到“服务不中断，办事不耽误”，网上调
解成功率达 80%，还有一部分事故无法通过网上处理，
大多是没有行车记录仪、司机年龄大，打字不快，这些人
员就在夜间来该中心现场办理。
据了解，该中心一年处理小事故 8000 多起。今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快处中心共接警 160 起，成功调处
147 起，调解率 92%；3 月份以来，随着复工复产的加快，
道路小事故也增多，至今共接警 360 起，成功调处 337
起，调解率 93.6%。

莆田市秀屿区自然资源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莆秀自然资告字[2020]5 号

经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批准,莆田市秀屿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 (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出让年限：

绿化率 (%)：
投资强度：

XG挂原2020原03 号
50 年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宗地坐落：
笏石工业园区三期南区内
宗地面积： 3.005384 公顷
大于或等于1.30并且小于或等于3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 40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 10 并且小于或等于 20 建筑限高：

4500 万元/公顷
约定土地条件： 按第 （二） 种方式
起始价：
1211 万元
挂牌开始时间： 2020 年 04 月 16 日 08 时 00 分
XG挂原2020原04 号
50 年

保证金：

242.20 万元
现状土地条件

挂牌开始时间： 2020 年 04 月 16 日 08 时 00 分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
投资强度：

备注：

土地用途：

农副食品加工业

宗地坐落：

秀屿区东庄镇临港工业园区内

土地用途：

体育用地

挂牌截止时间： 2020 年 04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
宗地面积： 23.2643 公顷
大于 0.10 并且小于或等于 1
容积率：

万元/公顷

保证金：

约定土地条件： 按第 （二） 种方式
起始价：
14773 万元
挂牌开始时间： 2020 年 04 月 16 日 08 时 00 分

纺织业

笏石工业园区三期北区内
宗地面积： 3.3309 公顷
宗地坐落：
大于或等于1.20并且小于或等于3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 40
容积率：

XG挂原2019原17 号
50 年
大于或等于 15

土地用途：

加价幅度： 5 万元
挂牌截止时间： 2020 年 04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

大于或等于 10 并且小于或等于 20 建筑限高：
保证金：
4500 万元/公顷
270.40 万元
现状土地条件
约定土地条件： 按第 （二） 种方式
起始价：
加价幅度： 5 万元
1352 万元
绿化率 (%)：
投资强度：

确保复工复学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 许爱琼 实习生 陈桂花）3 月 25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萌芽带队，先后来到莆田
第五中学、南门学校、下黄小学在建项目等，详细询问
学校复学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督导“十三五”教育规划项目复工情况。
沈萌芽强调，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要进一步
压实责任，完善防控体系，落实各项措施，想方设
法配足、配齐防控物资。要提前细化完善开学工作
预案，全面摸排师生健康状况，防止疫情进入校园；
要强化开学后教学、就餐、住宿等各环节的管理，
坚决防止发生输入性、聚集性疫情；要发动社会力
量，通过志愿者服务补充学校力量，形成合力，以
最大的努力、最充足的准备，力保复工复学各项工
作平稳有序。

全市检察长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24 日,市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长会
议。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志鹏出席。
会议采取电视电话形式召开，设市检察院主会
场，各县区检察院分会场。会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市委政法
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部署 2020
年主要任务。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落实上级
决策部署，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秉持“务实稳
进、精业提质”工作思路，政治意识要再强化，服
务大局要再细化，主责主业要再优化，司法理念要
再深化，队伍建设要再硬化，推动检察工作再上新
台阶。
（吴晓丹）

精准发力确保完成任务

先锋队下沉项目现场排忧解难。

宗地编号：

星期四

建筑限高：

2955 万元
现状土地条件

加价幅度： 35 万元
挂牌截止时间： 2020 年 04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

建筑密度(%)： 小于或等于 40

本报讯 （记者 朱建婷） 3 月 25 日，我市组织
收听收看全省脱贫攻坚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
会议明确扶贫和防汛抗旱专题工作要求，强化干部
业务素质能力，确保 2020 年脱贫攻坚、防汛抗旱等
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据悉，我省今年总体上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前
汛期偏涝，台风偏多且有秋台风影响，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及时掌握天气信
息动态，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
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持
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一步落实帮扶责任，强
化帮扶措施，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确保政策措施落细
落小落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广开销路推广农产品
城厢区定制帮扶措施助脱贫
本报讯 连日来，城厢区扶贫干部奔走乡村纾困解
难，尝试用电商、商超等模式帮助推广扶贫产品。
该区枇杷协会会长蔡向伟介绍，常太镇有 36 户贫困
户种植枇杷，为帮助他们广开销路，枇杷协会探索兜底销
售贫困户枇杷，组织在家无法外出的务工人员统一采摘、
分拣、包装，既保证对外销售的果品等级质量，又保障留守
人员的收入。
为克服疫情影响，巩固脱贫成果，该区组织帮扶力量，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会诊，实行“红黄绿”分类警示管
理。其中绿色为脱贫稳定户，即有劳动力就业收入的 629
户 1913 人；黄色为弱、半劳动力就业的 87 户 266 人；红色
为脱贫重点户，即为没有劳动力的 25 户 51 人。通过分类
建立清单，定制帮扶措施，助力脱贫攻坚。
（许晨昕 陈卫军）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
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翌 属
法人单位参加竞买的，须提供： 1、 挂牌交
易竞买申请书、竞买承诺书； 2、 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证
明及其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4、 公司委
托代理人竞买的，须提交有效的授权委托书
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5、
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或预申请保证金原
件、复印件； 翌 属自然人参加竞买的，须提
供： 1、 挂牌 交易 竞 买 申 请 书 、竞 买 承 诺
书； 2、个人身份证明原件、复印件； 3、竞
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或预申请保证金凭证
原件、复印件 注：淤申请材料的复印件须清
晰明了，纸张大小为A4； 于竞买人提供的复
印件均须加盖公章并证明与原件相符。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03
月26日至2020年04月24日到福建省土地使用
权出让管理系统 （网上交易模块）、莆田市秀
屿区自然资源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03月26日至2020
年04月24日到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
统 （网上交易模块）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04月24
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
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
年04月24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福
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 （网上交易模
块） 进行。 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

1.XG挂原2020原03号地块： 2020年04月16
日08时00分 至 2020年04月27日14时30分;
2.XG挂原2020原04号地块： 2020年04月16
日08时00分 至 2020年04月27日14时30分;
3.XG挂原2019原17号地块： 2020年04月16
日08时00分 至 2020年04月27日14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
XG挂原2020原03号地块：投资强度不低于
4500万元/公顷，产值强度不低于6000万元/公
顷，税收强度不低于300万元/公顷；竞得人应
在收到 《用地挂牌交易成交通知书》 之日起
30天内持与所在园区签订的 《项目监管协议》
与挂牌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XG挂原2020原04号地块：投资强度不低
于4500万元/公顷，产值强度不低于7500万元/
公顷，税收强度不低于300万元/公顷；竞得人
应在收到 《用地挂牌交易成交通知书》 之日
起30天内持与所在园区签订的 《项目监管协
议》 与挂牌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莆田市秀屿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电话：13706055119
开户单位：莆田市秀屿区财政局
开户行：兴业银行秀屿支行
帐号：145090100100002243
莆田市秀屿区自然资源局
2020年0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