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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钞坑片区改造工程安置小区选房公告
为确保石狮市钞坑片区选房安置工作顺利进行，依

据《石狮市钞坑片区选房安置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现

将选房安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安排
选房时间自2015年11月2日开始。

征收人根据选房顺序号载明的选房顺序，以日为

单位安排一定数量的选房对象有序选房。每日大约安

排10-20户进行选房签认，每户具体的选房初选日（即

选房签认日的前一日）、签认日的时间以《选房通知书》

为准。

被征收人在选房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00，

携带选房材料到选房现场参与选房确认，并签订协议。

请被征收人根据各自的选房顺序号、征收人每日选房名

单和选房结果公示了解选房进度，并提前做好选房准备。

每个选房顺序号参加选房代表控制在3人以内

（含3人），安置组工作人员全程协助指导选房签认。

二、选房地点
石狮市钞坑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石狮服装城管委

会六楼）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2228066

四、注意事项
1.被征收人应携带选房材料：①选房顺序号；②《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书》；③公民身份证（如被征收人属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和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等材料）。如被征收人遗失《选房顺序

号》或《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的，应在选房前提供在

《石狮日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并作具结保证。

属于继承、委托、判决等非被征收人本人前来选房情

形的，还应在选房签认日的前3天向安置组提交相关有效

证明材料，经核实后方可参加选房。

2.被征收人应按《选房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携带相关

材料准时到达选房地点参加初选确认和选房签认。如未

按规定时间参加初选确认和选房签认，按《选房安置实施

办法》第八条延误选房处理。

3.其他不明事宜具体向所在安置组咨询。

特此公告

石狮市钞坑片区改造工程指挥部
2015年10月22日

新华社伦敦10月20日电 当地
时间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

会发表讲话，强调中英要加强交流互

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支持和

友谊，推动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

下午4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抵达议会大厦，受到上院议长

迪苏莎和下院议长伯科热情迎接。

习近平步入演讲大厅，议员们

全体起立，鼓掌欢迎。下院议长伯

科代表英国议会致欢迎辞，欢迎习

近平访问英国并来到议会。在热烈

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在我对英国进行

国事访问的第一天，我深切感受到

中英关系的蓬勃朝气，体会到两国

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对通过这次

访问推动中英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

充满期待。

习近平指出，英国是最先开始探

索代议制的国家。在中国，民本和法

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现在，中

国人民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吸

收中华法制的优良传统，也借鉴世界

各国法治的有益做法，目标就是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进程。在这方面，中英两国立法机关

可以加强交流互鉴。

习近平强调，中英虽然地处亚

欧两端，却长期彼此吸引。新中国

成立以来，两国关系创下了多项“第

一”。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

西方大国，也是率先同中国建立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是除

香港外最大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

也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开办孔子学

院最多的欧盟国家。英国还是首个

发行人民币国债的西方国家、最早

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西方大国。中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英

关系发展的源泉来自两国人民的相

互理解、支持、友谊。我们今天所处

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

时代，也是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

的时代。在这样伟大的时代，站在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起点，中英

两国携手，恰逢其时。

习近平指出，莎士比亚说：“凡

是过去，皆为序章。”英国议会在增

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促进双边关

系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希望各位议员登高望远，继续

做中英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中英友

好的贡献者、中英合作的支持者，为

中英关系更广阔、更光明的未来铺

设理解之路、架起合作之桥。

习近平讲话结束时，议员们报

以热烈掌声。上院议长迪苏莎致

辞，对习近平到访议会并发表讲话

表示感谢。

英国首相卡梅伦、议会上下两

院议员、王室代表以及政府内阁成

员、政府官员和议会官员等500多

人出席。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上述活动。

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

推动中英合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昨日上午，泉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康涛带领泉州市有关

部门负责人，莅临我市凤里派出所

和市人民检察院调研。泉州市政

府副市长、泉州市公安局长卢炳

椿，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扬

捷参加了调研。石狮市委书记朱

启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德

旺陪同调研。

凤里派出所是我省唯一一家被

国务院授予“人民满意的派出所”称

号的派出所。建所以来，该所相继

推出了亲民卡、一键通、GPS防盗

锁、暂借安全帽、微警务、微社区等

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造“互联网+”的

人民满意派出所，不断提升服务效

率和水平，获得辖区群众的称赞。

调研时，康涛参观了该所的便民服

务厅、视频监控系统、荣誉室、八个

一工作室、警示教育室等，对凤里派

出所在综治工作中注重创新，率先

在泉州、全省乃至全国推出了一系

列创新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康涛表

示，凤里派出所是石狮、泉州的品

牌，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战斗集

体。荣誉既是动力，也是压力，要继

续发挥公安部门是维护社会安定稳

定的主力军作用，以确保社会安定

稳定为中心，以积极回应群众对社

会治安的新期待为目标，深化平安

建设，做到服务和管理并重，进一步

提高社会整体防控能力，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石狮市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加强法律监

督工作，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

队伍整体素质，为维护石狮社会和

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连续三届荣获“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全国文明单位”荣

誉。调研时，康涛参观了该院的案

件管理中心、控申举报室等。在听

取了该院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介绍后，康涛给予赞许。他

表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

衔接，可以使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形

成推进合力，共同发挥全面打击刑

事犯罪，维护公平正义，也进一步推

动了政府机关的依法行政。

调研中，康涛表示，凤里派出

所和石狮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字

号”先进典型单位，工作成绩来之

不易，既要倍加珍惜荣誉，更要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两家单位

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作

为，注重改革创新，有效提升工作

水平，再创新的业绩，为泉州、石狮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

障。 （记者 许小雄）

康涛莅临我市凤里派出所和市人民检察院调研

珍惜荣誉主动作为 改革创新再创佳绩

本报讯 昨日下午，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调研

组莅石，调研我市渔港建设情况。石狮市委书记朱

启平、市政府副市长庄宝玲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祥芝中心渔港，听取我

市工作汇报，并与渔民们进行交流互动。调研组表

示，石狮的海洋经济在泉州乃至福建省都占有重要

的地位，特别是在现代渔业、远洋海洋产业等方面创

造出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渔业要发展，渔港建

设须先行，这是一项民生工程。要对渔港建设进行

分类指导，明确定位。投入方面，要创新投融资机

制，开拓思路，在争取财政投资的同时，引入社会资

金；管理方面，要不断优化，配套相应设施设备和专

业队伍，提高作业区装卸能力和效率；在产业发展方

面，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渔业产业链向价值

链的高端延伸，大力发展冷藏、加工、贸易等，提升产

业的质量效益，辐射带动渔港经济区发展。

据悉，我市先后建设1个国家中心渔港（即祥芝

国家中心渔港）、3个一级渔港、3个二级渔港、2个三

级渔港，全市渔港形成海岸线长度6500米，水域面积

151万平方米，陆域面积44.7万平方米，防波堤长度

2588米，护岸长度1260米，可供1500多艘大小渔船

靠泊避风。 （记者 高荣芳）

本报讯 九九重阳节，浓

浓敬老情。昨日上午，全市离

退休干部集体祝寿仪式在市

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来自

全市今年逢70岁、80岁、90岁

的离退休干部，以及部分离休

干部、5�12退休干部、处级及
以上退休干部，市各涉老组织

负责同志、专干，各镇（街道）分

管领导、老干专干欢聚一堂庆祝

重阳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上

官跃进出席并致祝寿词，市政府

副市长陈元生主持祝寿仪式。

当日上午，来自全市今年

逢70岁、80岁、90岁的145名

离退休干部每人获赠一块寿

匾。现场，两位寿星代表上台

吹蜡烛、切蛋糕。记者了解到，

今年逢70岁生日的老干部52

名，逢80岁生日的老干部85

名，逢90岁生日的老干部8名。

祝寿仪式上，上官跃进祝福

老干部们健康长寿，并向全市广

大离退休干部致以节日的问

候。他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市委、市政府推进

各项工作的坚强后盾。长期以

来，我市广大老干部识大体、顾大

局、讲团结、讲奉献，以不同的方

式，为石狮的全面改革发展奉献

余热、发挥作用。他表示，尊老、

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市委、市政府将始终坚持把老

干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认真贯

彻好上级的老干部政策，落实好

老干部的各项待遇，进一步提升

老干部的工作水平。希望我市

广大离退休干部继续发挥优势，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参与石狮

的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石狮向

更高层次健康发展多作贡献。

（记者 刘晓娟 谢艳）

本报讯 昨日，恰逢九九

重阳节，也是全国法定的“老

年节”。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

部、市老龄办获悉，我市已将

市级老年节慰问金和泉州市

特困失能老人一次性临时价

格补贴资金17.15万元，下发

至慰问对象手中。

据悉，此次慰问金发放标

准为：特困失能老人、老龄专干

和老年协会会长等老龄工作者

每人300元；虚岁100岁老人每

人5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

1000元，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

尊老爱老助老氛围，切实做好

老年节慰问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

9月份，我市百岁老人共11

人。为了让老人们过一个快

乐祥和的老年节，市委社会工

作部还实地走访部分老人家

庭，了解其身体生活情况，并

送上慰问金。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王晴莹）

145名离退休干部
集体庆生欢度重阳节

我市下发老年节慰问金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今日要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

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准则》自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同时废止。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 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 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本报讯 曝光失信被执行人，推进社会诚信体

系。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今日，石狮法院通过本报再次曝光57名失信被

执行人（详见4版）。
据了解，今年来，石狮法院共将1944名自然人和

523名法人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中还有

779名失信被执行人被列入“三全”失信惩戒名单，社

会效果显著。

（记 者 郑 秋

玉 通讯员 洪

彦伟）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市召开黄标车淘汰报废工

作推进会，石狮市副市长蔡天守出席会议，各机关事

业单位、涉及淘汰报废公务用车单位、各镇办及交通

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尚余524辆

2005年前注册的运营黄标车未淘汰。其中，湖滨64

辆，凤里42辆，灵秀87辆，宝盖50辆，蚶江95辆，祥

芝43辆，鸿山51辆，锦尚49辆，永宁43辆。根据任

务安排，今年内我市要全部淘汰2005年前注册的运

营黄标车，其中11月5日前要淘汰179辆运营黄标

车。 （记者 郑秋玉）

农业部调研组莅石
调研渔港建设情况

我市11月5日前
须淘汰179辆黄标车

石狮法院曝光57名“老赖”

本报讯 昨晚，文明新风行动之“知书达礼”文艺专场在市人民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桂森，市

政府副市长陈元生出席晚会。整场晚会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礼仪秀《礼仪行天下》、音乐剧《踏着夕阳到

江边》和原创歌曲《听讲古》等，让市民感受知书达礼的良好风尚。历时七天的石狮市第十三届广场文化艺术节

至此圆满落幕。 （记者 傅文忠 郭雅霞）

第十三届广场文化艺术节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