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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通行见形象
红绿灯前看修养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交通提升办宣

永宁88482227

问：申请积分入住，购房补
贴标准是多少？

答：购买住房面积在90

㎡-144㎡，补贴金额12万元；
60㎡-90㎡补贴金额10万元；
60㎡以下补贴金额7万元；二
手房单套补贴金额5万元。

问：公租房是怎样的？有
多大？房租是多少？

答：公租房房租每平米7
元钱，有60平米，两房一厅一

卫。

问：新市民在本市已有房
产，要申请积分入住购房补贴
符合资格吗？

答：申请积分入住购房
补贴，无限制本市是否有房

产，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补贴

须符合本市无房产。

问：新市民已参加过“试验
批”购房补贴积分兑现，能否继
续参加今后的积分入住申请？

答：参加“试验批”已领到
购房补贴款的新市民不可再参

加今后的积分入住购房补贴申

请，如果只拿到申请资格没有

兑现购房补贴可参加2015年

积分入住申请。

问：新市民居住在祥芝想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请问公租
房有指定的吗？

答：2014年“试验批”公租
房地点在灵秀创业园，2015年

市政府将在本市其他镇办开放

公租房供新市民来申请。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黄燕妮）

咨询电话：0595-68897897、68897779

新市民积分管理
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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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聚焦居民保
系列报道

据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4

日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强调，莫迪总理曾提出要推动中印关系

实现从“英寸”到“英里”的飞跃。当前，中印都面临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中印关系存在实现飞跃

的巨大潜力和现实条件。双方应该顺应历史潮流

和各自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

发展伙伴关系。

习近平为此提出4点建议：一要从战略高度和

两国关系长远发展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加强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携手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双方可以就“一带

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倡议以及莫

迪总理提出的“向东行动”政策加强沟通，找准利益

契合点，实现对接，探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促进

共同发展。二要更加紧密地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实

现两大经济体在更高水平上的互补互助，继续成为

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双引擎”，携手推动地区经

济一体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要

重点推动铁路、产业园区等领域合作，探讨在新型

城镇化、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拓展合作。中方鼓励

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希望印方积极为此提供便利。

三要共同努力增进两国互信，管控好分歧和问题，

避免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四要鼓励两国各界

加强交往，增进了解，实施好中印文化交流计划和

印度旅游年活动，继续加强智库、媒体、青年交流，

扩大地方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两国全方位、多层次

的人文合作大格局，使中印友好和合作成为两国社

会共识。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找准利益契合点
促进共同发展

本报讯 为推进“书香狮

城”的建设，营造“读有益书�
做文明人”阅读氛围，昨天晚

上，一场《闽南方言与两岸中

华文化的传承交流》的讲座，

在市园林图书馆开讲。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张桂森听取

了讲座。

本次活动邀请泉州师范

学院副院长、教授林华东作

为主讲人。他以图文并茂、

视频展示等方式为大家深入

浅出地分析了闽南方言与两

岸中华文化的传承交流。我

市文史界人士、文化类协会

团体、机关干部及方言文化

爱好者近百人参加。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石

狮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

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石狮

市图书馆、市灯谜协会承

办。

（记者 郑秋玉 占婷 见

习记者 林珊雅）

本报讯 石狮市“村规民约”工

作座谈会5月13日下午在石狮日报

社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会

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桂森，市

政府副市长陈元生，以及市有关部

门、镇（街道）负责人，村（社区）两委

会、老人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泉州市区三天就出殡，我市放

宽至五天，很行情，也完全能做到。

我村村规民约规定丧事五天内必须

出殡，就执行落实得很好。”“现在喜

庆拱门一放就是几十个、上百个，非

常浪费，也没必要。全市要制定措

施，统一规定数量，不能超标。”“婚庆

‘女婿烟’一定要取消，有的地方现在

还有这个陋习，上桌第一道菜就是

每人一包高级烟，每桌桌上还要放

两包，这很浪费，也给群众带来负

担。市里要采取措施，统一协调，加

以制止；村（社区）要把该事项纳入村

规民约条款，加以落实。”“丧事出殡

路线要报批，由村（社区）审定，市交

管部门备案，制定出合理的出殡路

线，才不会出现随意乱绕、堵塞现

象。”“治丧期间的赌博之风要狠刹，

不能让这种不良风气滋生。”……会

上，市领导和参会人员就村规民约

工作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张永宁指出，自市里“村规民

约”工作推进会召开后，各部门、镇

（街道）、村（社区）全都动了起来，

抓得紧，市民们也积极参与，在社

会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开展移风

易俗活动，通过“村规民约”，倡导

文明新风尚，是一项顺应民意的民

心工程，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项举

措。各级各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要

高度重视，树立“群众之事无小事”

的观念，主动作为，扎实抓好。要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觉遵守和

维护村规民约，自我管理，把推进

移风易俗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要强化措施，市委、市政府将抓紧

出台推进“村规民约”工作的配套

措施，分清职责，明确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确保落实；同时要出台奖

励措施，对落实情况优良的单位予

以表彰奖励。要营造氛围，充分发

挥新闻媒体、宣传栏、标语等舆论

工具的宣传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典

型案例、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广泛宣传、发动、倡议，造出舆

论声势，进一步营造浓厚的社会氛

围。要督促检查，各村（社区）要通

过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等形式，加

强对“村规民约”执行情况的督促

检查，坚持有约必依，保障村规民

约的实施；同时，对涌现出的好人

好事，及时给予表扬宣传，用先进

典型影响和带动群众，传递社会正

能量。 （记者 许小雄）

张永宁在市“村规民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以“村规民约”为抓手推进移风易俗
落实村规民约
树立文明新风

4月20日，神华福建鸿山电厂4号机组正式建成投产，标志着鸿山热电项目在福建省率先建成“首两台百万千瓦
级超临界火电机组”。2011年以来，石狮市依托鸿山热电、石狮热电等热源企业，大力推进集中供热，淘汰沿海三个工
业集控区内61家企业的111台燃煤蒸汽小锅炉，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硫6892.26吨、氮氧化物1693.12吨，并在2014年底
实现中压蒸汽全面供热工作，替代集控区内34家企业75台导热油炉，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硫1995吨、氮氧化物
520.94吨，节能减排效益显著。图为鸿山热电项目航拍图 （记者 颜华杰 林恩炳）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获悉，我市自

3月份召开2015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工作动员大会以来，全市城乡居

民续保缴费热情高涨。截至5月6日，

全市参保缴费人数达92609人，续保

率达61.61%，其中灵秀镇以续保率

90.17%位列全市九个镇（街道）之首。

2014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完善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制度，对《石

狮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

定》进行修订，将城乡居民保基础养老

金从110元提高至125元，并建立丧葬

补助、基础养老金稳定增长、长缴多

得、多缴多得等长效机制。凡年满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对参保人员按规定连续缴费超过

15年的，每多缴费1年，年满60周岁后

每月增发5%基础养老金。

今年，为把城乡居民保打造成石

狮人满意的民心工程，让广大群众享

受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提高百姓幸福

指数，我市决定自2014年7月1日起，

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标准，从每人每月125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140元。并积极动员有能力的村

（社区）继续为居民代缴城乡居民保保

费。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已有38

个村（社区）为居民代缴城乡居民保保

费，中青年参保缴费和选择100元以

上档次缴费人员的比例明显提高。

那么年满60周岁以上符合条件

的城乡居民每人每月到底能领取多少

养老金？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给记者估算了一笔

账：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

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

由政府全额支付，标准为每人每月

140元。按目前基础养老金140元/

月，每年缴费100元和2000元计算，连

续缴费15年，届时每月分别可领取

159元、435元；连续缴费30年，基础养

老金涨至245元/月，届时每月分别可

领取295元、1094元；连续缴费45年，

基础养老金涨至350元/月，届时每月

分别可领取453元、1967元。若非连

续缴费，基础养老金则仍为140元/月。

据了解，我市自2011年新农保工

作启动至今，基础养老金由110元/月涨

至140元/月。按此增长趋势，到2026年

左右，我市基础养老金预计涨至280元/

月。到那时，仍然按每年缴费100元和

2000元计算，连续缴费15年，届时每月

分别可领取299元、575元；连续缴费30

年，基础养老金涨至490元/月，届时每

月分别可领取540元、1279元；连续缴

费45年，基础养老金涨至700元/月，届

时每月分别可领取803元、2317元。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黄荣凯）

石狮城居保续保缴费热情高涨
连续缴费超过15年的，每多缴费1年，每月增发5%基础养老金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

红十字会获悉，“红十字博爱

周”开展以来，市红十字会联

合各镇（街道）红十字会对我

市患重大疾病、孤寡老人、残

疾人、低保户等弱势群体和

困难群众进行走访慰问。昨

日下午，市政府副市长庄宝

玲参加慰问活动。

当天下午，庄宝玲带队

看望走访了宝盖镇和灵秀

镇的4户困难户。每到一

户，庄宝玲都与慰问对象促

膝谈心，嘘寒问暖，详细了

解他们生活、经济收入情况

和遇到的困难，并送上慰问

金，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温

暖。

据悉，本次“红十字博爱

周”慰问活动共慰问9个镇

办45户困难户。此次活动

旨在纪念国际红十字与红新

月运动基本原则通过50周

年和第68个世界红十字日，

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挥政府

人道领域工作助手的作用，

动员社会各界关注帮扶弱势

群体。

（记者 欧润珊 通讯员

高滨滨）

本报讯 5月14日上午，2015年全国农村饮水

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总结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

作的成效与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今年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石狮市政府副市长蔡天守在

石狮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农村

饮水安全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明确任

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细化目标任

务，确保工程建设。要保障水质安全，创新体制机

制，强化监管检查，全力打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福建

省、泉州市对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进行了安排部

署。我市要求各部门要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工程建设，保障水质安

全；全面排查，及时查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监管检查，确保全市农

村居民都能喝上安全水、干净水。 （记者 兰良增）

市红十字会慰问45户困难户全力确保
农村居民饮水安全

推进“书香狮城”建设

我市举办闽南方言专题讲座

“非行政许可审批”

退出历史舞台

本报讯 日前，市总工会组织全市广大职工参

与省总工会、省安监局开展的“安全隐患随手拍”活

动。各级工会组织也号召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争当

“安全拍客”，让各类安全隐患“无处藏身”，助推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

活动中，全市工矿商贸企业职工可以使用手

机，对本单位工作场所存在的各种事故隐患进行拍

照，并提交给企业工会。企业工会对职工拍摄的隐

患图片进行汇总、建档后定期移交给企业安全管理

部门，由企业安全管理部门进行核实、甄别、评估并

组织整改。届时，省总工会、省安监局将评选推广

“安全隐患随手拍”优秀组织单位和典型案例。

活动不仅激发全市广大职工重视安全生产、参与

安全管理的热情，也在全市营造了“关注安全、关爱生

命”的良好氛围。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陈海鹏）

工会邀职工
随手拍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