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市民热线

139599008882
2016年8月23日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石狮日报（石狮新闻网）、东方收藏（东方收藏网）采编人员所创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石狮市中心市区空气质量周报

一周简述：过去一周空气质量良好，污染物浓度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二级标准。周一至周四空气质量为I级优，其余天数均为II级良，首要污染
物为PM10。空气质量指数（AQI）最小的是周四为30，最大的是周日为71。

（以上数据由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发布）

注释：AQI指数分级为：0~50（一级）为优，51~100（二级）为良，101~150（三
级）为轻度污染，151～200（四级）为中度污染，201～300（五级）为重度污染，
AQI>300（六级）时为严重污染。计入我市AQI指数的污染物项目有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氧化碳（CO）、臭氧（O3）和细颗
粒物（PM2.5）。

本报讯 昨日，30位来自金门

的美术家、摄影家回到“母乡”泉

州，开启为期4天的“大陆引水入

金”工程纪实写生活动。

据悉，金门地区淡水资源缺

乏由来已久。统计显示，其年均

降雨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

却超过1500毫米。大陆向金门

地区供水水源来自泉州晋江流

域，由泉州市金鸡拦河闸引水至

晋江市龙湖水库，经龙湖抽水泵

站抽水输水至围头入海点，再经

海底管道输送至金门。该工程自

去年10月12日开工至今，已完成

陆地输水管道、取水泵站工程量

80%；海底管道今年6月开始施

工，预计2018年1月通水。

当天下午，在金门供水水源

地——泉州市金鸡拦河闸写生的

金门美术学会理事长翁清土告诉

记者，这4天的时间，他们会沿着

“大陆引水入金”工程和水库等进

行实地采风拍摄、写生，让金门美

术家、摄影家，通过手中摄影机和

画笔记录泉州市金鸡拦河闸、山

美水库、晋江龙湖供水金门工地

等供水工程的真实图卷，让两岸

乡亲透过一幅幅朴实、秀美的美

术、摄影作品，更加亲切感受“两

岸一家亲”。今年24岁的金门青

年摄影师苏恺则拿着相机拍个不

停，他说：“作为金门居民，我非常

期待通水的那一天。特别希望自

己能有机会定格金门自大陆引水

这一宏大工程的珍贵瞬间。

据主办方泉州市威远楼书画

院主任吴培植介绍，本次采风活

动以“泉山有情晋水长，两岸共饮

一江水”为主题，由泉州市威远楼

文物所、泉州市威远楼书画院组

织，金门县文化局、金门县自来水

厂、金门县美术学会、金门县摄影

学会积极参与。

采风活动结束后，金门艺术

家们将带着素材回金门，继续进

行后期创作。今年11月底，艺术

家们将创作出约百幅画作和摄影

作品，届时“饮水思源——金门美

术、摄影家采风泉州供水给金门

工程美术、摄影作品展”首站将在

泉州威远楼展出，随后转展金门

县文化局艺术中心。

（记者 洪亚男）

本报讯 记者日前

从石狮市征兵办获悉，

近年来，我市相继出台

一系列优抚安置政策，大大激发了适龄青年应征入

伍、报效国家的积极性。应征入伍的本科毕业生、大

专毕业生一次性可以拿到10000元和8000元的奖

励。

据了解，在积极落实上级优抚安置政策的基础

上，我市率先取消了城镇、农村义务兵优待金差别，

对个别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现役义务兵家属，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临时困难补助金。退役士兵生活困难

的，可优先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义务兵和士官服役

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或立功受奖的，由市政府分别按

照下列比例增发优待奖励金：由军以上单位授予荣

誉称号或荣立一等功的，增发当年优待金的100%；荣

立二等功的，增发当年优待金的70%；荣立三等功的，

增发当年优待金的30%；被评为优秀士兵的，增发当

年优待金的10%。

退役士兵和复员、转业士官自谋职业后可享受

以下优惠政策：报考国家公务员、参加用工单位录用

考试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报考泉州市属大中专

院校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列为再就业优抚政策

扶持对象，按规定享受各项再就业优惠政策；在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优先发放文体经

营许可证；卫生防疫部门3年内按收费标准减免

30%，进行卫生防疫体检和发放卫生许可证、健康证。

义务兵和士官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的，退出现役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复工复职；

原单位合并或兼并的，由合并或兼并后的单位负责

复工复职；原单位已撤销或破产的，由其主管部门负

责复工复职。国家计划内招收的普通大中专院校毕

业入伍和在校入伍的学生，退役后根据当年毕业生的

就业政策就业或由教育部门办理复学（原则上回原

校）。对应征入伍的本科毕业生、大专毕业生一次性

给予奖励10000元和8000元，奖励金在入伍后第一年

随义务兵家属优待金一起发放。 （记者 张军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交建（人

防办）获悉，8月26日上午9点至10

点，我市将在宝盖山举行人防专业

队伍竞技演练。其间，将进行防空

警报试鸣，请市民不要惊慌。

本次演练，旨在检验我市人防

专业队伍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

应急支援使命任务的能力，全面提

升实战条件下的组织指挥能力、协

调保障能力、快速反应能力。

演练主要模拟我人防专业队

伍在遭遇空袭时，受令转移相关重

要物资的情况。其间，人防运输、

道路抢修、医疗救护、消防防化四

支专业队伍将按照各自的职能，进

场配合演练。

演练期间，将进行防空警报试

鸣。第一次预警警报，鸣36秒、停

24秒，反复三遍。第二次为空袭警

报，鸣6秒、停6秒，反复十五遍。

第三次为解除警报，连续鸣三分

钟。

试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

慌，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并注意

以上三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王保卫）

本报讯 8月20日晚，赴京参加AMA亚洲少儿影

视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的14名石狮赛区小选手带着

沉甸甸的奖牌凯旋。

据石狮赛区活动举办方海百合艺术团负责人介

绍，在本届全国总决赛上，石狮赛区小选手们共斩获

奖牌十余枚，其中不乏团体银奖、少年组（影视类）冠

军、少儿组（影视类）冠、亚军、幼儿组冠、季军等重量

级奖项。

据了解，AMA亚洲少儿影视模特大赛是面向少

年儿童的专业性国际赛事，参赛选手涵盖全国二十余

省市。目前，该赛事共举办三届，而作为唯一的福建

省赛区代表队，石狮赛区的小选手们在两届大赛中均

斩获佳绩。

另悉，因突降雷雨而暂停举办的海百合杯

2016AMA亚洲少儿影视大赛石狮赛区决赛将于今晚

在星期YI星光广场正式举行，敬请期待。

（记者 张泽业）

本报讯 8月18日下午，石狮

市供销社组织全系统人员开展防

震应急演练。演练邀请地震知识

专家黄永康老师对地震的成因、等

级、防范等进行讲解，并指导学员

进行有序的防震逃生演练。学员

们表示，此次防震应急演练收获颇

丰，对于地震灾害和逃生方法有了

新的认识。

演练结束后，各直属公司、基

层社对各自旗下的经营网点、门店

进行摸底排查，将需要修缮加固的

老旧危房进行建档整理并向市供

销社申报，以防范地震等自然灾害

对人员和资产可能造成的破坏。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菲敏）

本报讯 近日，石狮卫计系统召

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各

级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

神，部署卫计系统2016年第三季度

安全生产工作。

据介绍，2016年前7个月，我市

卫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按照上级部

门及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以安全

生产大检查、安全发展行业创建、标

准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升工作等专

项工作为契机，狠抓制度建设和管

理，切实落实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安

全生产目标责任，各机构在消防、医

疗等方面，均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

故，安全生产整体形势保持稳定。

记者了解到，2016年以来，卫

计局出台《石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关于印发卫生计生系统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石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关于印发<卫生计生系统消火栓专

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方案，

部署全系统消防安全工作，要求各

单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落

实。2016年以来，全系统未发生严

重火灾事故，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一岗双责”要求，层层落实责

任，积极做好消防安全的宣传教

育、自查整改、资料存档、信息报送

等工作，消防安全齐抓共管局面得

以巩固。

同时，该局结合年度校验与日

常监督，组织对我市医疗机构进行

综合督查，从医疗机构医技人员管

理、传染病防治管理、医疗废弃物处

置管理、消毒隔离管理等方面进行

了综合执法检查。重点检查民营医

院、门诊部、诊所是否聘用非卫生技

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是

否超出核准的诊疗科目范围开展诊

疗活动，是否发布虚假违法医疗广

告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有力整顿我

市医疗秩序，防范医疗质量问题。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蔡辉龙）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会战成果，全面推

进会战行动的开展，有效遏制毒品蔓延态势，8月19

日晚，凤里派出所积极开展禁毒专项整治工作。

当晚，该所值班人员分成两组深入辖区宾旅馆、

洗浴中心、KTV、出租房屋等场所进行检查，加大对

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无业人员等

吸毒高危人群的排查力度，重点检查各场所是否存

在吸、贩毒现象，禁毒宣传标示是否张贴到位等情

况。在检查时，该所民警同时对各场所的服务从业

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禁毒知识宣传，针对如何及时

发现涉毒行为、识别毒品、防范毒品等知识做了详细

的讲解，要求各场所进一步加强巡查力度，切实防止

涉毒行为的发生。

据悉，此次行动共清查出租公寓4家、宾旅馆4

家、娱乐场所5家，在一出租屋内成功抓获吸毒人员2

名，及时为辖区消除了一治安安全隐患，受到辖区群

众的好评与称赞。 （记者 欧润珊 通讯员 颜彬彬）

本报桂林讯 昨天上

午，“桂林山水行”2016石

狮日报小记者游学夏令营

开营，小记者们搭乘航班前往

桂林，开始了五天的游学之

旅。

抵达桂林后，小记者们首

先来到了坐落于漓江西岸明朝

藩王靖江王朱守谦的藩王府。

靖江王城外围有国内保存最完

好的明代城墙，由于靖江王城

地处桂林市城市中心地区，因

而有“阅尽王城知桂林”之说。

城中有桂林众山之王的独秀

峰，该峰平地拔起，孤峰独秀，

有天然的王者气势。靖江王城

始建于1372年，规模宏大，门

深城坚，比北京故宫早建34

年，它还是南京故宫的精华缩

影。明朝共有12代14位靖江

王居住于此，历时280年。如

今不仅可领略到昔日王城的威

严肃穆，而且还可亲手抚摸

600年城墙的沧桑历史，清朝

唯一的汉人格格孔四贞（即“还

珠格格”）的家，就在这昔日王

府的深宫禁地之内。

几百年来，独秀峰和

王城一直是政府和学府

所在地，也是我国现今历

史最久且保存得最完好的明

代藩王府，清朝时为广西贡

院，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本部校

区，浓缩了最近几百年来桂林

的历史和文化，宋人王正功的

诗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刻

在这里。最后小记者们还到

贡院进行了一场“科举考试”，

体验了一回古代读书人考试

的滋味……

（石狮日报小记者团团长

林娜 小记者蔡辉桓桂林报道）

本报讯 近期，泉州市各地公安交警部门结合奥

运会赛事、本地“普度”风俗节日，市民酒后驾车现象

有增多的情况，加大对凌晨和夜间酒后驾车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截至8月21日，各地公安交警部门

查纠酒后驾驶125起，其中饮酒驾驶96起，醉酒驾驶

29起。

8月21日21时30分许，毛某明驾驶车号为闽

CT8***的小型轿车，在行驶到石狮市蚶江公园路段

时，遇到了设卡检查的民警，民警见毛某明酒气浓

重，随即对其进行吹气检测。经检测，毛某明酒精含

量达103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邱文峰）

本报讯 8月

21日凌晨，路人陈

先生开车经过八七

路与鸳鸯池东路交

叉路口时，看见一

女子横坐马路中

间，很是危险，遂向

警方报警。凤里派

出所民警出警到现

场了解到，该名女

子因与男友吵架，

赌气坐在马路中间

想要轻生。

据悉，24岁的

小张因琐事与男友

吵架，男友将其撂

在马路上。这让小

张倍感窝火，急火

攻心的她遂背倚马

路中间的护栏，坐

在路上哭了起来。

“男友的不理解，让

自己感觉天快要塌

下来一样。想用此

举让男友回头。”男

友不管不顾地离

开，周边热心群众

如何劝说都无济于

事。

出警民警赶到现场后，经

过近1小时的劝导，才将已影

响交通秩序的小张劝离马路中

间，小张情绪也慢慢恢复平

静。“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不应

该因为一个不爱惜我的人想不

开。”小张想通后，在民警的护

送下回了家。

“生活还是美好的，取决于

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去看待

它。”处理完这起警情后，累趴在

休息室的出警民警感慨道。半

夜出警，人往往最为疲惫，面对

繁杂的警情，依然耐心服务群

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民警此

举获得周边群众的称道点赞。

（记者 欧润珊 通讯员 颜

彬彬）

本报讯 酒后

与妻子发生争吵，

邻居报警调解后，

妻子负气离家出

走，丈夫心急之下

欲开车跟随，不料

被警察逮个正着。

日前，石狮法院公

开审理此案，被告

人徐某因危险驾驶

罪，被判处拘役一

个月，缓刑两个月，

并处罚金九千元。

据被告人徐某

供述，今年5月12日

晚，他和老婆驾驶闽

CM6***的小型轿车

到市区某酒店KTV

喝酒。其间，徐某喝

了三四瓶百威啤酒，

妻子也喝了一点

酒。次日凌晨零点

多，他们叫代驾驾驶

车辆回到民生路租

房处。回家后，两人

因琐事发生争吵，因

吵到邻居，邻居向湖

滨派出所报警，后民

警让他们协商调解。没想到

妻子一气之下竟离家出走，因

担心妻子一个人在外面不安

全，徐某赶紧跟着下楼，还准

备开车跟在后面。就在车子

倒出巷口准备驶离时，徐某就

被楼下的民警拦了下来。经

鉴定，徐某血液中检出乙醇浓

度为129.39mg/100ml，属醉

酒状态。

经石狮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徐某行为已构成危

险驾驶罪，遂对其作出上述

判决。（记者 郑秋玉 通讯

员 陈莉莉 康珍珍）

本报讯 三五好

友相聚在一起喝点小

酒，无非是聊天打趣，

吹吹牛。8月21日晚，

暂住在晋江龙湖镇杭

边村两位工友在喝酒

时却为了一杯酒起了

冲突，最终是一人住

院，一人被强制醒酒。

当晚 8时许，龙

湖镇杭边村的洪某叫

来几个好友在家中聊

天喝酒。酒过三巡，

大家都有点微醺，划

拳声不绝于耳，越划

越激动，后来，洪某和

许某两人为一杯酒吵

了起来。洪某语气轻

蔑地嘲笑道：“酒量差

不敢喝就实说，不要

老吹自己是酒仙。”听

闻此言，许某恼羞成

怒，一把推开洪某，洪

某一个踉跄差点摔

倒。洪某随后破口大

骂：“什么东西，酒量

不好还说不得了！”

两人因此爆发了肢

体冲突，洪某借着酒劲，举起

装啤酒的玻璃杯子往许某的

额头上砸了下去，许某的额

头瞬间流血。他立即报警求

助。

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将受伤流血的许某送往医

院治疗包扎，并将醉酒的洪某

送往医院强制醒酒。次日上

午，民警对两人进行调解。经

过民警耐心的调解劝和，最终

洪某和许某都向对方诚心地

道歉，洪某赔偿给许某500元

的医药费。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潘惠辉）

泉山有情晋水长，两岸共饮一江水

金门艺术家用相机画笔记录“引水入金”工程

8月26日
我市将举行人防专业队伍竞技演练

石狮市供销社开展防震应急演练

市卫计系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全系统未发生严重安全事故

2016石狮日报小记者“桂林山水行”游学夏令营开营

走进靖江王城 感受科举考试

我市优化优抚安置政策
鼓励适龄青年参军报国

亚模赛全国总决赛

石狮娃斩金夺银再创佳绩

凤里派出所积极开展
禁毒专项整治工作

奥运会赛事与“普度”民俗交织一起

泉州交警严查酒驾

关注征兵工作

“七五”普法�案例警示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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