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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偏南风3-4级
沿海5-6级

阵风7级

白天最高温度35℃

夜里最低温度27℃

石狮市气象局发布

多云一举一动心系平安石狮
群策群力共建和谐家园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平安办 宣

祥芝88909193

主办：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石狮市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 石狮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协办：中国移动福建公司石狮分公司、石狮人才网、石狮人力资源市场网、石狮雪峰广告有限公司

诚邀石狮各用人单位、毕业生及各类人才前来参会

时间：2013年7月5日—6日 地点：石狮市新人力资源大厦二楼（客运中心站对面）

联系方式：13505086656 88588700网站：石狮人才网www.sshr.net

相约盛夏 放飞梦想
石狮市2013年夏季大型人力资源公益招聘会

暨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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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服务这么周到，我想我们无

需担忧用电问题了。”7月2日，国家电网

石狮电力公司主动走访石狮泰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用电需求，提前介

入用电规划，对电力部门细致、周到的服

务，该公司外联部林经理赞不绝口。

泰禾广场是石狮首个“双商业中心”

鼎级商圈，项目建设用电量大，对供电安

全和稳定性要求高，对此，在客户尚未提

交用电申请的情况下，电力公司组织专

业人员主动对接泰禾广场建设项目，提

前介入客户工程，了解用电需求，商讨用

电方案，确保项目早落地、早投运。

泰禾广场涉及商业用电和居民用

电，所需用电总容量为3.8万千伏安，其

中商业、SOHO公寓用电占83%，依照布

局，需建设2个开闭所和7间独立配电

室，安装变压器24台。电力公司充分考

虑供电可靠性、电缆敷设最短路径等因

素，兼顾市政道路拓宽等中长期规划，

提出5回供电线路双电源供电的设计构

想，并在供电方案细节上为客户提供优

化用电建议。电力人员的专业和用心

得到了客户的好评。

据了解，当前电力公司正全面实施

“用电满意提升工程”，为省、市重点项

目开辟VIP绿色通道，确保项目顺利投

运。在今年3月泰禾广场提交基建用电

申请后，电力公司践行“马上就办、办就

办好”的工作作风，用40天时间便完成

了4台基建变压器的送电任务，确保了

项目按时动工。 （洪莹莹）

石狮电力提前介入 为重点项目提效提速

本报讯 年度污染减排，石狮交出

漂亮“成绩单”！记者昨日从市环保局

获悉，泉州市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减排办公室于近日下发通报，经国家

环保部等上级部门核算，石狮2012年

COD、NH3N、SO2、NOX四项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指标全部超额完成，综合减

排监测体系建设工作任务总考核得分

94.41分，减排工作通过年度考核，考

核等级为优秀。据悉，石狮已连续多

年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为

泉州减排工作作出贡献，减排工作成

效在全省也名列前茅。

据悉，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是考

核一个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刚性

目标任务，是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作为约束性

指标，倒逼地方政府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早在2008年，石狮就实现

了两项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双减

排”，并圆满完成“十一五”期间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石狮市环境

保护局荣获“十一五”时期全国减排先

进单位。“十二五”期间，国家在二氧化

硫（SO2）、化学需氧量（COD）的基础

上，再增加氮氧化物（NOX）和氨氮

（NH3N），主要污染物减排总量减排指

标“由二变四”。在2011年顺利完成年

度减排目标的基础上，2012年石狮同

样交出了一份漂亮“成绩单”。

据通报，石狮2012年度COD、NH3N、

SO2、NOX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应比

2011年分别减少1.8%、1.1%、1.5%、

1.6%。2012年度减排考核结果，比2011

年分别减排3.65%、3.15%、7.5%、9.8%。

数据显示，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

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一两个百分点的数据看似微小，但

需要作出大量的努力。2012年，石狮中

心城区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今年满负

荷运行日处理污水量超10万吨；石狮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投入正常运行，日处

理量也节节攀升。在通过集中供热淘

汰三大集控区及周边111台燃煤蒸汽

锅炉的基础上，石狮去年抓好集控区外

企业清洁能源替代工作，60余家企业燃

煤锅炉（或热载体炉）完成清洁能源替

代实现低碳转型；鸿山热电厂积极落实

取消脱硫旁路任务的同时，主动对SCR

脱硝设施进行提效改造并努力提高脱

硫设施投运率和脱硝效率。

今年是“十二五”减排工作中期考

核年，石狮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重

点计划项目共有9个，力求从水资源回

收利用、淘汰落后产能、印染行业转型

升级、企业清洁生产等多领域，削减存

量、挖掘潜量，通过污染减排的环境倒

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城市

生态发展水平。

（记者 林恩炳 通讯员 黄建钳）

石狮减排战役亮出漂亮成绩单
经国家环保部等上级部门核算，石狮去年四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全部超额完成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本报讯 昨日下午，灵秀镇第四

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许锦聪，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林自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许赞成，市政府副市长陈元生、蔡

天守，泉州市侨联副主席王巧丽，泉

州市侨联副主席、石狮市侨联主席

施养谊及来自海内外的灵秀侨亲、

乡贤出席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以

蔡清波为主席的灵秀镇侨联新一届

领导机构。

据了解，灵秀镇海内外“三胞”有

数万人之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0多

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灵秀侨联多

层次、多渠道地开展海内外乡亲联谊

工作，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

力、维护侨益，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海

内外联谊工作，灵秀籍“三胞”纷纷回

家乡投资兴业、捐资公益事业，为灵

秀、石狮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记者 傅文忠 通讯员 蔡盈盈）

灵秀镇召开第四次侨代会

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市召开全

民健身工作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庄宝

玲参加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上半年来，我市

在抓好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

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全民健身工作

呈现“群众自发与政府引导”相辅相成

的良好态势。其中，上半年我市已举

行2013海峡两岸马拉松等14场大中

型比赛活动，纵向包括各种球类、武

术、舞龙舞狮、广播操等，横向覆盖中

小学生、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协会

等，足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下半

年，我市将继续开展体育场地普查工

作，落实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对各镇、

街道进行全民建设评估。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镇办要统

一认识，提高责任感和紧迫感，制订详

实的全民健身工作计划并抓紧落实，

推动全民素质的提升。（记者 林富榕）

石狮全民健身活动“遍地开花”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全民健身

工作会上获悉，为促进全民健身活动

深入开展，提高城乡群众的身体素

质，指导城乡群众科学健身，本月7日

至10日，我市将在石狮市体育馆开展

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据悉，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对象为

20至69周岁具有石狮户籍的居民，分

为成年人（20-59周岁）和老年人

（60-69周岁）两个类别。其中，成年

人分为16个年龄组，老年人分为4个

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各监测50人，全

市共监测1000人。本次监测采取随

机整群抽样的原则抽取监测对象，监

测内容包括体质检测和问卷调查两

部分。 （记者 林富榕）

我市本月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相 关

新 闻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

安委会办公室获悉，日前，我市正

式推行安全生产领域建立专家指

导组工作制度，这一安全生产创新

工作模式在全省尚属首次推行。

据市安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举旨在借助各行业领域专业技

术、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作业管理

实践经验，协助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指导、督促企业排查整治生产经营

建设安全隐患，提高企业安全生产

本质管理水平，推动石狮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发展。

据了解，该制度要求各镇办（街

道）、市安委会各专项安全领导小组

办公室在石狮市范围内各自的行业

领域选聘8-10名有责任心、懂技术

（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会管理、经

验丰富的中高职称企业人员，作为

本行业领域、辖区安全生产专家指

导组成员，并颁发聘书和工作证件，

协助排查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指导

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和加强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同时，在每月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现场督察检

查，邀请专家指导组成员共同参与，

强化行政指令与专家指导的有机结

合，确保隐患排查整治的针对性、及

时性和实效性。（记者 陈平 通讯

员 王丹蓉 洪金榜）

近日，经过市区群英路中段的市民会发现，该路段两边的庭院式路灯比
以前的路灯更显别致温馨。据市政相关负责人介绍，群英路两边的路灯因安
装时间较久，不少路灯被损坏或者不亮，经过研究决定，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该
路段的旧路灯全部进行更换。截至昨天下午，群英路的新路灯已经全部安装
好，目前正在进行电力调试，近日即可亮灯。 （记者 郑秋玉 李荣鑫）

群英路
换路灯

石狮创新工作模式，
在全省率先推行

安全生产实行
专家“会诊”制

■数字新闻

本报讯 昨日下午，安利志愿者

带领14名来自港塘小学的学生参观

石狮日报社，这是孩子们的一个小小

的共同愿望。石狮日报社总编辑茅

罗平为孩子们赠送书籍。在报社工

作人员的带领和讲解中，孩子们了解

了石狮日报的发展历史；参观了一品

堂展出的油画作品和石狮日报照排

中心，了解采编人员进行采访、编辑

版面的工作流程。

日前，由石狮日报社、共青团石

狮市委员会、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的“美好微心愿，你我

来实现”活动正式启动，第一批活动

已向63名孩子分发书包、篮球、书籍

等物品。

（记者 李荣鑫）

又一批外来员工子女实现“微心愿”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总工

会获悉，去年市总工会提出创设

“一镇一行业一品牌”措施，着力打

造工会亮点特色，如今这一举措已

初显成效，特别是针对“一镇一行

业”产业格局，全市截至目前已成

立5个行业工会联合会，进一步扩

大了服务企业和职工的覆盖面。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共

新组建34家企业工会，发展工会

会员2902名，全市共建成凤里街

道布料、湖滨街道环卫工人、宝盖

镇服饰辅料、灵秀镇电子商务园

区、蚶江镇休闲裤等5个行业工会

联合会，并积极筹建永宁镇旅游

服务、祥芝镇海洋渔业、鸿山镇休

闲面料、锦尚镇漂染等其他镇级

工会联合会。 （记者 李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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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招

生考试中心获悉，今年中考我

市将有443名考生有资格享受

加分政策照顾。

根据市招委会制订的《2013

年高中招生工作》方案，对我市

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录取和照顾

政策等作出具体规定，我市共有

443名高考生符合规定要求，将

可享受到加分政策照顾，直接计

入语数英三科考试成绩总分后

参加录取。其中，少数民族的有

80人（可得加5分的照顾），农村

“双女户”、独女户子女的有351

人（可得加5分的照顾），台湾籍

考生7人（可得加3分的照顾），

“三侨”子女有1人（可得加3分

的照顾），参加省级竞赛获奖4人

（可得加3分的照顾）。

（记者 许小雄）

长时间看手机
或患“数码痴呆症”

11版
国际

斯诺登放弃
留在俄罗斯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