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15年5月15日

3

5月21日-24日，恒大名都

将在售楼中心举办石狮首届海

洋水族生物展活动，现场将为市

民呈现海洋萌物、海底水母、珊

瑚鱼、黑鳍鲨、热带鱼等新奇水

族生物！参观门票要388元1

张，本周六、周日来访售楼中心

即可免费领取门票，还可以参与

现场举办的“海底总动员”活动，

包括亲子海洋贝壳风铃DIY、水

晶蜡烛DIY等，精彩不容错过！

同时，恒大名都一期最后一栋

——观澜新品，即将震撼面市。

108-141平米精装三/四房，私享

园海双阔景。

恒大无理由退房
无忧购房树行业表率

今年4月中旬，一则爆炸性

新闻撼动了整个中国房地产行

业，那就是恒大集团发起的“无

忧购房节”中的核心内容——无

理由退房。恒大集团全国所有

在售住宅项目推出“无理由退

房”承诺以来，社会各界反响热

烈。广大购房者对恒大集团作

为民生地产，所体现出的“自信、

责任、担当”表示认可。开创先

河的郑重表态，不仅赢得了品牌

口碑，更让全国各地的恒大项目

一再热销。

恒大集团匠心之作
铸就宜居标杆大盘

石狮恒大名都是恒大集团

进驻福建的首个精品豪宅项目，

占地约150亩，总建筑面积26万

㎡。项目规划有11栋超百米楼
间距的欧陆高层建筑群，配套

4.8万㎡的世界级皇家园林，约
2550㎡的白金皇家会所内，设有
约460㎡室内恒温泳池、儿童乐
园、健身大厅、美术室、舞蹈室、

桌球、乒乓球厅等运动场所，满

足人们对康体的需求。此外，国

家一级金碧物业，将为广大业主

打造私人定制式管家服务。

地处市政府繁华地段，坐享

双五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百货、

医疗、一站式名校等顶级城市资

源，并拥有强大的社区商业配套

和内部休闲配套，一个以恒大最

高规格和最优品质打造的精品

楼盘，成就城央宜居的标杆大

盘。 （小康）

恒大名都石狮首届海洋水族生物展将启幕
观澜新品 双阔景豪宅即将面市

石狮市总工会主办

工会之窗

本报讯 爱的初选择、爱之再

判断、爱情终极选……浪漫精彩的

“非诚勿扰”将在你身边上演，你会

报名参加吗？

日前，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今

年5月份“缘在工会”单身职工联谊

活动将于5月20日在星期YI创意

园浪漫上演。“缘在工会�约会星期
YI”相亲联谊会将设置暖场游戏《桃

花朵朵开》，缓和单身男女们刚见面

的尴尬氛围；紧凑的8分钟约会，让

男女嘉宾们找到心仪对象，配对成

功将收到一份包含电影票、下午茶、

KTV礼包、写真集的约会套餐；而在

20日晚上，主办方将借鉴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节目模式，选出18位女

嘉宾和8位男嘉宾，通过介绍自己、

展示才艺、三轮灭灯的考验，牵手成

功的男女嘉宾即可获得由主办方提

供的价值500元的约会套餐一份。

据悉，此次活动由石狮市总工

会主办、凤里街道总工会协办、星期

YI创意园承办。活动特面向社会、

机关事业单位和非公企业，征集百

名单身男女，共赴浪漫联谊会。有

意向参加的单身男女青年，可直接

向所在单位工会报名。由各单位工

会于5月18日前统一将汇总表、个

人报名表和身份证复印件、生活照1

张交到市职工活动中心507室。

近年来，市总工会定期举办

“缘在工会”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

各镇(街道)总工会承办。通过轻

松、时尚的约会形式，为单身男女

职工们搭建了一个相识、相知的情

感交流平台，不少单身男女通过活

动寻觅到心仪的另一半。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胡巧巧）

1.地基要牢，房屋难倒
（1）不要在河道、池塘、沙滩、

谷底、山脚、陡坡等地方建房；（2）

要夯实，并用加桩等技术加固地

基；（3）用石料或混凝土等铺设地

基，基础要宽厚，均匀结实。

2.加固危房，消除隐患
（1）墙基要用混凝土加固；

（2）增设防震圈梁，沿房外周圈箍，

用钢筋与原墙联成一体；（3）房屋

外面加斜撑护墙；（4）梁柱之间加斜

撑，檩梁间加马钉；（5）拆除不规则

及凸出部分的建筑物（女儿墙、挑

檐等）；（6）房屋四周设明沟排水；

（7）危房加固、新建住宅应提倡

由专业人员设计或咨询。

3.结构整体，布局合理
（1）房屋设计跨度要小最坚

固，若要建成长方形，其长度应设

计为宽度的两倍半为宜；（2）楼

下开间要多，楼上开间要少；（3）

多层房屋楼上不可作仓库；（4）地基、

柱子、墙体、梁、屋顶要一体联结

体，不要有条石做楼板；（5）采用

钢筋混凝土结构，或加圈梁。建

石材楼房尤其要符合抗震要求。

4.精心施工，砌好墙体
（1）木房骨架要横向(梁上柱)加

斜撑，纵向加剪刀撑，接触部分要

牢固；（2）砖墙结构的房屋，应采用

多砖柱承重，窗间墙不宜过窄；（3）

土墙房屋要用粘性强的土质，要夯

实，不宜过高，切忌留缝，横墙间距

离不超过10米；（4）土窑洞要在土

层宽厚，土质致密的粘土、亚粘土

处建造，窑洞间距宜远，门框跨度

宜小；（5）以石为墙的房屋，不要用

垫片，要用水泥沙浆座浆砌筑，不

要用卵石、乱石砌墙；（6）门窗上要

用过梁，不宜用砖平拱。 （待续）

防震减灾
科普宣传专栏⑤

石狮市地震办 石狮日报社主办
咨询电话：88707971

主办：石狮市海泳协会
海泳之窗

永宁红塔湾 黄金海岸 83282571

炎热的夏天，游泳是最热门的

活动，除了室内室外游泳池，还有迷

人的海滨，但在海上游泳前请注意

其中所潜藏的危机，记住这“五忌”，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不幸。 一

忌:未了解潮汐时间下海游泳 高潮

过后就是退潮，不要在退潮时游泳，

以免退潮时往回游时体力消耗过大

发生意外。二忌:在非游泳区游泳

非游泳区水域中水情复杂，常常有

暗礁、水草、淤泥和漩流，稍有大意，

就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在下水之

前一定要在当地搞好调查研究，做

到心中有数，尽可能地远离水草、暗

礁、旋流和淤泥。三忌:游泳前喝酒

酒后游泳体内储备的葡萄糖大量消

耗会出现低血糖。另外，酒精能抑

制肝脏正常生理功能，妨碍体内葡

萄糖转化及储备，从而发生意外。

同时因酒精会影响大脑的判断能

力，而增加游泳意外的发生机会。

四忌:饭前饭后游泳 空腹游泳会影

响食欲和消化功能，也会在游泳中

发生头昏乏力等意外情况；饱腹游

泳亦会影响消化功能，还会产生胃

痉挛，甚至呕吐、腹痛现象。五忌:剧

烈运动后游泳 剧烈运动后马上游

泳，会使心脏加重负担；体温的急剧

下降，会抵抗力减弱，引起感冒、咽喉

炎等。

海边游泳“五忌”

市民热线

13959900888

5月12日，市政府残疾人工作

委员会下发通知，对第25个“全国

助残日”活动进行极为详细的部

署。记者注意到，关于孤独症儿童

筛查、诊断和治疗康复成为该份通

知的一大重点。目前，石狮有多少

名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儿童如何

进行诊断与干预？记者首先进行

了采访。

只有80人吗？
一个不完全统计的数据
“80名孤独症儿童在石狮生活

康复！”昨日，当市残联工作人员向

记者报出这一统计数据时，特别强

调说是“不完全统计的数据”。因

为诸多原因，许多孤独症儿童父

母，并不愿意到残联登记、不愿办

理残疾证，甚至不愿意带孩子到医

院作确诊。

这80名孤独症儿童也不仅仅

是石狮本地户籍，其中有34人为

石狮以外的县市户籍孤独症儿童，

而另有10名石狮本地户籍的孤独

症儿童在外地接受康复。此外，这

80名孤独症儿童仅在0至14周岁

范围内，超过14周岁已非儿童之

列；而且由于10多年前，人们对孤

独症儿童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因此

大龄孤独症孩子分散在民间，鲜为

人知。

“一问孤独症孩子的信息，父

母总是非常地警惕。”残联工作人

员介绍说，大多数孤独症孩子父母

更多地将孩子的病症当作隐私，并

不利于孩子融入社会。

只是不会说话？
早介入早干预才更有效
“我孩子什么时候能够说话

啊？”“他只是不爱说话，其他方面

都挺好的？”……这是孤独症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的老师最常听到的

话。石狮市新星儿童学习能力发

展中心负责人王老师告诉记者，近

年来孤独症才逐渐为社会公众所

知，包括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在内，

对孤独症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其实，不仅仅是不会说话、不

爱说话，孤独症儿童面临困难与障

碍有许多。孤独症是一种儿童广

泛性发育障碍，以明显的社会交往

障碍、言语沟通障碍和狭窄的兴

趣、刻板怪异的行为方式为主要特

征。其病因还是一个谜，国内外医

学界尚无定论，缺乏有效的医学治

疗途径；因个体不同障碍程度亦不

同，但障碍伴随终身。专家学者认

为，孤独症是抢救性康复，越早越

好，越小的时候大脑可塑性越强；

一般认为，0至6周岁是孤独症儿

童接受早期干预的“黄金期”。

走出阴影，才能迎接阳光，不

当“隐形人”。王老师提醒说，孤独

症患儿的父母，首先要接受现实，

调整好心态，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

及早地接受干预训练。据记者了

解，泉州市范围内已有近10家孤

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其中石狮有两

家。

哪里可以确诊？
泉州两家医院可作确诊

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

闭症，田惠萍女士在北京创办了中

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

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

2012年，在本报记者有幸与其接触

过程中，其坦言，“当年带着孩子跑

遍了全国各地，全国仅有4个医生

能够在孤独症儿童诊断书上签

字”。20多年过去了，目前

情况如何？

昨日上午，石狮市残联、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与泉州市第

三医院联合在石狮孤独症儿童定

点康复机构开展义诊活动。泉州

市第三医院的刘医生向本报记者

表示，目前泉州市范围内，泉州三

院、泉州儿童医院均可诊断孤独症

（自闭症谱系障碍）。“可到位于泉

州三院门诊二楼的心理科进行筛

查诊断。”刘医生说。

而

据 上 述

通知，卫生

计生部门不断建

立健全0-6岁孤独症儿童残疾筛

查、诊断和治疗康复的衔接机制，

在儿童心理卫生服务体系中将儿

童孤独症纳入监测范围，促进孤独

症儿童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记者 林恩炳）

本报讯 在第25个全国助

残日即将到来之际，昨日，石

狮市残疾人联合会、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泉州市第三医院

联合走进石狮市新星儿童学

习能力发展中心，开展“迎接

第25个全国助残日义诊”活

动。

2015年全国助残日主题：

关注孤独症儿童，走向美好未

来。泉州市第三医院的医务人

员为在该自闭症（孤独症）康复

教育机构中学习的70位儿童

进行了身体检查，免费送医送

药，对家长们进行康复咨询和

服务，与儿童、教师、家长们一

起开展互动活动，给石狮市自

闭症儿童带来了关怀。

（记者 刘永红 通讯员 锦馨）

本报讯 5月14日上午，我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联合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在宝盖鞋城开展

2015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给过往的

群众发放宣传材料，为前来咨询的

务工者解答《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

疑问及有关法律法规。据了解，今

年，我市以“依法防治职业病，切实

关爱劳动者”为宣传活动主题，制作

实用的宣传资料分发给重点人群、

重点行业，帮助劳动者增强防治观

念，提高防范意识。（记者 刘晓娟）

本报讯 昨日，2015年第22
届菲华石狮市青少年夏令营的

营员们走进泉州，开始“文化泉

州”之旅，走过闽台缘博物馆、晋

江扶西黎刹广场、开元寺、华侨

历史博物馆、海交馆等地，感受

东亚文化之都的魅力。

昨天，营员们带着“寻根”的

目的游历泉州，追寻闽南文化历

史足迹，感受泉州深厚人文情结，

通过参观博物馆的馆藏史料，在

场景复原、微缩景观、幻影成像等

先进表现手段的还原下，将闽南

华侨历史展现在营员们眼前，让

营员们对父辈口述中的那一段走

南洋艰辛历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更能体会到同根同宗的血缘情。

来泉州必游古刹开元寺，来

开元寺必看东西塔，作为泉州地

标性建筑，东西塔那精美的浮雕、

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宏伟的建

筑风格，引得营员们纷纷拿出设

备拍照留念，感受古老泉州的魅

力。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大雄

宝殿巧遇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第

二届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的

营员们，大家一同在大雄宝殿前

来一张笑脸迎面的合影，为这次

“文化泉州”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记者 邱育钦 郭雅霞 通

讯员 高思明 李志雄）

本报讯 5月1日立案登记制度正式施行，为提高

法院良好形象，日前，石狮法院组织诉讼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及部分青年干警，前往厦门航空公司进行礼仪

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的内容分理论学习与形体训练

两部分，授课老师通过理论知识讲解、肢体动作规范，

对有关礼仪知识、站姿、蹲姿、坐姿、指引、见面礼仪等

进行培训。受训人员还学习了各种应急逃生装置及

技能。此次培训不仅让青年干警们掌握一定的礼仪

知识，同时，也让他们学会如何应对应急事件。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李少雄）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洋化工高端论坛”在泉州

师范学院举办。来自国内外的海洋化工专家参加了

论坛。

海洋化工是近十几年发展速度最快、产值增加最

多的海洋新兴产业之一。海洋化工高端论坛旨在促

进我国海洋化工产业的发展，增进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政府之间的协作，推进区域内海洋化工企业的交

流与合作。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伟荦）

本报讯 为落

实安全生产“一岗

双责”责任，推动

全省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医疗器械

生产经营企业、化

妆品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工作的开展，全省药品行业企

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工作培训

于近日展开。参加对象有全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化妆品生产等安全生产企业负

责人。我市共有十二家企业负责人参加。

记者获悉，此次培训主要学习了《福建省药品行

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以及《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等相

关法规。通过重点讲解了近年来所发生的安全生产

事故的原因及处理情况，提高药品行业内务企业对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建设的认识，督促企业注重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通过政府引领，企业推进，全员参加，

确保人、物、环、机四要素安全，逐步推进药品行业安

全标准化建设。

据悉，下阶段将在试点的基础上，用为期一年半的

时间，在全省药品行业企业中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

化达标工作,突出隐患排查治理、作业现场管理和全员

培训教育等重点环节，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

设，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

企业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强化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健全安全生产基本制度，不断完善提高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蔡再裕）

本报讯“太嚣张了，一栋宿舍楼从第一间偷到最
后一间。”石狮某服装厂负责人气愤地说道。近段时

间，石狮市区和沿海乡镇多家服装工厂员工宿舍遭到

小偷“扫荡式”盗窃。

记者了解到，盗窃分子如此猖狂作案，工厂员工

谈贼色变，对此，石狮刑侦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组成

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

民警通过现场走访发现，这些被盗宿舍楼都存在

着相同点：内部管理不到位，闲杂人员可随意进出，而

且缺少视频监控设备。这正好给了盗窃分子可乘之

机。

经过摸排调查，民警迅速锁定了以赖某杰为首的

三人盗窃团伙，赖某杰从2007年起因盗窃罪被法院5

次判刑，2012年刑满释放。5月7日下午，专案组民警

果断出击，在石狮鸿山镇草柄村一出租房将赖某杰、

杨某、李某三人抓捕归案。

犯罪嫌疑人赖某杰等三人供认了自4月份以来

在石狮多家工厂宿舍楼入室盗窃数十起。

“工人白天上班，宿舍楼里没人看管，我们较容易

得手。”犯罪嫌疑人赖某杰交代。

石狮警方提醒：员工宿舍楼易成为盗窃犯罪的重

灾区，工厂单位应加强防盗措施和内部管理，广大员

工要提升防盗意识，宿舍不宜存放大笔现金、贵重物

品，出门时切记关好门窗。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进伟）

走在阳光下 不当“隐形人”

医务人员给孤独症儿童免费送医

农村民居抗震措施

夏令营营员们开启“文化泉州”之旅

感受东亚文化之都魅力
多部门开展职业病防治活动

工会招募百名男女约会星期YI

石狮法院组织青年干警
进行礼仪培训

海洋化工高端论坛
在泉举办

全省安全标准化建设培训举行

我市12家药品行业企业参加

工厂宿舍遭遇“扫荡式”盗窃

警方速擒“五进宫”蟊贼

本报讯 辞掉工作，专心玩网游。没钱上网，他竟

想出偷自行车的法子。前日晚上10时许，在龙湖镇梧

坑村某网吧门口，当他第二次盗得自行车要推走时，

被龙湖派出所巡逻民警撞见，当场落网。目前，18岁

的四川人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行政拘留。

当日晚10时许，晋江市公安局龙湖派出所民警巡

逻至梧坑村某网吧门口时，发现一小伙子鬼鬼祟祟地

推着一辆自行车，形迹十分可疑。民警随即上前检查

并询问情况，小伙子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无法说

清自行车来源。民警们遂将该小伙子带至派出所进

行询问。经询问，小伙子名叫潘某，今年18岁，一年前

从四川老家来晋江打工，起初很努力地工作，后面结

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一发不

可收拾。今年4月份，潘某便辞去了工作，专心玩网

游。“因无钱上网，我想偷自行车来换网费和购买游戏

装备。”潘某说。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潘惠辉）

小伙为筹上网费盗自行车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食药监管

联办

关注全国助残日

关注孤独症儿童系列报道之一： 导读：“关注孤独症儿
童，走向美好未来。”今年5
月17日是第25个全国助残日，
关爱孤独症首次写入助残日主题。
2013年，全国残疾人普查结果显示，
中国每166名儿童中就有1名自闭症
儿童。据保守估计，中国自闭症儿童
总人数超百万。为此，本报推出系
列报道，关注孤独症儿童，让更
多人来了解这些“星星的孩
子”的生存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