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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

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

庆炎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

人的名义，对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李光

耀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

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

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

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

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

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

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友好合作

关系，愿同新方一道，坚持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以

今年中新建交25周年为契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

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

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唁电。

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逝世
习近平、李克强致唁电 本报讯 建市以来，我市各级

组织和广大劳动者开拓进取、奋发

有为，为促进我市经济社会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各行

各业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的先进

模范人物。昨日，记者从石狮市总

工会获悉，为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进一步激发全市广大劳动者的

积极性、创造性，市委、市政府决

定今年起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石

狮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并将

于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评选

表彰第一批全市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

每届评选30名
职工比例占70%

据悉，市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评

选每3年进行一次，如遇特殊情况，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可提前或推迟

评选。目前我市共有全国、福建省、

泉州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154

人，三年一次评选石狮市级劳模将

进一步掀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

超先进的热潮。

其中，每届评选表彰总人数为30

名。包括职工劳模21名，农民劳模6

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员3名。职工劳

模占70%，其中一线职工比例不低于

60%，外来工比例不低于30%；农民中

直接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的农民劳

模比例不少于60%；女性劳模应不少

于10%。其评选推荐要严格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基层、面

向生产一线并兼顾各行各业，充分体

现广泛性、先进性和代表性。

突出贡献者可参评
将享受多项优惠待遇
在评选基本条件上，除了要求

爱岗敬业、勇于奉献外，候选人还须

具备在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

级、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社

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值

得注意的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一

般不参加评选；已被授予石狮市级

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不再参加评

选；外籍人士不参加评选。

凡被评为石狮市劳动模范的，

企业职工和农民先进模范人物将由

石狮市委、市政府授予“石狮市劳动

模范”称号；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

职工先进模范人物将被授予“石狮

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五一”前夕，

市委、市政府将召开表彰大会，向石

狮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颁发奖

章、证书和奖金。

除了颁发荣誉证书、奖章和奖

金外，石狮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同时还将享受退休荣誉津贴、公费体

检、医疗补助和劳模疗休养等待遇。

开展劳模评选，不仅在于促进

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激发全市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

性；同时也将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

领作用，带动和培养更多的企业技

术人才，反哺企业和社会。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蔡雅清）

今年起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市劳模
评选坚持面向基层一线

本报讯 今年年初，徐州人

大代表李宝俊在北京市核心区

私挖地下室致地面塌陷一事在

社会引起轰动。昨天，记者从

市行政执法局获悉，我市不久

前也发生了一起私挖地下室事

件，所幸执法部门及时制止，未

造成严重后果。

事发地位于豪富华广场小

区2号楼1层。2014年10月28

日，根据群众举报，市行政执法

局市区中队执法人员对该起违

法建设行为进行了制止。此

时，业主杜某雇请工人从地面1

层掏洞，以类似于挖井的方式，

基本挖成了占地200平方米、

深达4米的地下室，即将转入

内部装修。执法人员当即向其

发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责令其停工并限期恢复原

状。此后，执法人员持续跟踪

该违法建设行为，不断向业主

阐明利害，督促业主及时配合

整改。

据执法部门介绍，在小区

内私自挖掘地下室的违法行为

最大的危害是影响公共安全。

地下土壤是楼房结构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挖掘掏空有可能

破坏小区及周边楼房的结构安

全。 （下转二版）

我市查处首例
私挖地下室案

事发豪富华广场小区，执法部门已
督促业主恢复原状

本报讯 昨日，石狮慧源寺借举行五百罗汉开

光典礼之际，捐资11万元，用于石狮慈善事业。

在当天的庆典活动上，石狮慧源寺分别向佛教

慈善会、石狮慈爱老人院、石狮社会福利院、郭坑老

人会捐资2万元，向遭遇车祸受伤的福建省作家协

会会员、石狮市石光中学高级退休教师、78岁高龄

的何恭漂老师捐献善款3万元。据悉，一直以来，慧

源寺积极配合市民宗局的各项工作，深入创建和谐

寺观教堂。此次慧源寺响应石狮市民宗局、市佛教

协会的号召，将宗教节庆转化为献爱心活动，支持

我市爱孤敬老公益慈善事业，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

象，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信众的一致赞誉。

（记者 谢艳 李桂芳 刘晓娟）

本报讯 泉州市商品博览

会暨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纺织服

装博览会正在紧张筹备中，记

者从组委会获悉，本届海博会

将主动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纺织

服装经济带，将在展览和专业

活动等突出加强“海丝”经济带

合作，推动“海丝”经济区区域

合作和产业上下游互动，推动

合作创新驱动发展。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泉州在宋朝和元朝时期

就云集了各国使者和商贾，成

为当时的第一大港。在“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日渐明晰的背

景下，泉州也在乘势打造“海

丝”先行区。本届海博会突出

“海丝”元素成为应有之义。

记者获悉，除此之外，本届

海博会还将突出创新、创意、创

造、创业，打造“东方米兰、创意

石狮”新形象，突出石狮作为国

家模范产业集群、中国休闲服

装名城的推介推广；突出专业

市场招商与运营，举行服装城

开业十周年市场升级一系列推

广和再招商活动，树立“买中国

服装到石狮服装城”的目标和

理念，石狮辅料城正式运营融

市；突出商业模式创新，启动

“电商精英、青年创业”工程，全

力推动互联网与产业对接，开

展跨境电子商务和微商等电商

模式创新，推动线上线下国内

国际市场的融合拓展；突出展

览实效，搭起产业及市场对接

的“桥梁”，集合更多国内外买

家与参展商对接采购，为企业

多接订单，提升海博会的整体

参展效果。 （记者 谭耕新）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

心获悉，3月份我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总体保持较

好，多个村（社区）在泉州和石狮两级考评中获得好

成绩。但在道路卫生管理考评中发现，仍有少数道

路两侧乱倒垃圾、杂物现象有所回潮。

据考评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检查考评时发现，

县道X327线锦尚镇奈厝前村路口处，锦尚镇人民政府

竖起了一块“此处严禁乱倒垃圾”的指示牌，但牌子的

正前方却堆放着不少生活垃圾；不远处的厝上溪桥头

也有数堆生活垃圾倒在两侧，而就在距此不足400米

处就有一处垃圾填埋场。此外，另有伍堡北环路、伍

堡村与东埔村交界路口、伍堡工业区华润染整厂西

侧至消防队路口段、东店村至伍堡村路段以及其他

主次干道两侧常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杂物乱堆

乱倒现象，且清理清运不及时，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市考评中心表示，类似不文明行为的出现，不仅

说明个别群众基本素质的缺乏，同时也反映出相关

责任单位不够重视、环卫宣传工作没有深入群众、日

常管理制度不落实、主动自查自纠不及时等问题。

考评中心希望相关责任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行

整治。

（记者 谢

艳 通讯员 曙光）

本报讯 今年，宝盖镇将强化镇村两级干部的

绩效考核，力促项目建设、经济发展、文明新风、社

会安定稳定、党风廉政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再上

新台阶。这是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宝盖镇2015年度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会上，该镇就全年各项工作

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并给村居主干下发党建、党风

廉政、综治、计生、安全生产、“两违”综合治理等6份

责任状。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林自育到会指导。

作为全市经济发展排头兵、城市建设主战场，宝

盖镇的工作多、任务重。为了推动工作落实，加快发

展步伐，今年，宝盖镇将突出党建引领，从抓好镇村

干部队伍管理入手，强化绩效考核工作。据悉，今年

来，该镇已先后下发了6份绩效考核相关文件，营造

“干好干坏不一样”的工作氛围。 （记者 林智杰）

宝盖突出党建引领强化绩效考核
力推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届海博会
着眼重筑“海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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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市公

安局交管大队了解到，根据上级有

关精神及我市道路交通实际情况，

从3月中旬起至6月18日，我市组

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摩托车、超标

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工

作，依法从严惩处交通违法者，对于

无证驾驶、套牌等行为，对当事驾驶

人一律予以拘留。

据介绍，今年来，全市涉及摩托

车（含超标电动车）交通事故多发，

在各类车型引发的事故中占比较

大。针对石狮交通事故特点，此次

专项整治将重点整治七种交通违法

行为，即：驾驶拼装、组装、已达报废

标准、无牌摩托车上路行驶；无证驾

驶摩托车；摩托车、超标电动车驾乘

人员未戴安全头盔；摩托车、超标电

动车超员；摩托车超速；酒后驾驶摩

托车、超标电动车；闯红灯、未靠右

侧行驶、违反禁令通行等。

在开展专项整治中，我市公安

交管部门将依法严格落实“六个一

律”，即对违反禁令规定通行的，一

律上限处罚；无牌无证摩托车，一律

收扣；使用伪造、套用摩托车号牌

的，一律拘留；无证驾驶摩托车的，

一律拘留；第二次超员的，一律暂扣

车辆并按要求参加学习教育；达到

强制报废标准的，一律责令强制报

废。对强行冲关、暴力抗法，并造成

严重后果的，要立即固定证据，移交

有关部门处理。对有盗抢嫌疑的机

动车，将由治安、刑侦等公安部门作

进一步查处。

在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定

期不定期组织开展统一行动的同

时，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借助遍布

全市各路口、主要路段的电子监控

设施，以及移动抓拍设施，对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重点加强对

二轮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抓拍工

作，重点查处二轮摩托车无帽、超

员、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3月20

日，我市公安部门组织开展了一次

全市统一整治行动，在全市设置了

22个执勤点，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218起，其中，涉牌26起、涉证

29起、超载10起、不戴安全头盔51

起、违法禁令通行12起。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蔡尚锋）

我市启动摩托车整治“严管模式”
无证驾驶、套牌等一律拘留

慧源寺化宗教节庆为献爱心活动
捐资慈善事业11万元

今天是第20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为了进一步宣传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华侨医
院、湖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人员昨日来到木林森集团，为一线外来工开展免费义诊、送药服务和解答有关结
核病的知识。现场还分发各种宣传材料，免费赠送外来工润肺止咳和清热解毒两副中药。

（记者 颜华杰 通讯员 张艺芳）

路边乱倒垃圾现象回潮

重拳打击“两违”，优化发展环境

给力质量交通
助推长远发展
石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特约协办

交通违法举报电话：88595122
交警微博：http://t.sina.com.cn/ssjgdd

热线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