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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鱼肉，鱼身上还有很多部

位，它们能不能吃，其营养价值又

如何呢？

鱼头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多

不饱和脂肪酸，对婴幼儿的神经系

统和大脑的发育有好处。但和鱼

肉相比，鱼头更容易富集有害物

质，建议尽量避免一些含汞高的

鱼，如金枪鱼、旗鱼、剑鱼等。

鱼刺富含钙等微量元素，但如

果直接吃，人体能吸收利用的量特

别少。要想获得鱼刺中的营养，可

以将其加醋熬汤，小火焖煮2~4小

时，调味后即可食用。

鱼籽含有相当多的卵磷脂，对

神经系统的发育有一定帮助。但

卵磷脂也是脂肪的一种，所以吃多

了容易长胖。建议大家吃时要控

制量，以免增加肥胖风险。

鱼眼一直被视为明目佳品，其

中确实含有利于视网膜健康的欧

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但含量并

不突出，达不到明目效果。

鱼鳃是鱼类重要的呼吸器官，

它含铁量丰富。这个部位也非常容

易被有害物质污染，如果想吃也要

避开金枪鱼、旗鱼等含汞高的鱼类。

鱼鳔也叫花胶，它是能让鱼在

水里自由升降的器官。传说花胶具

有催乳、滋阴补血、美容养颜等功

效，其实都是假的。鱼鳔也富含胶

原蛋白，如果喜欢吃，可以将其用清

水洗净，和鱼一起清炖或红烧。

很多鱼的鱼胆是有毒的，吃后

会中毒，甚至危及生命，常见的有草

鱼、鲤鱼、鲮鱼、青鱼、鲫鱼、鲢鱼等。

吃鱼也有所讲究

弘扬生态文明
创建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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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泉州目前省级以上自然保

护区有几个？森林公园有多少？

到目前为止，已建成5个省级

以上自然保护区，分别为德化戴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晋江深沪湾

海底古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泉

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

春牛姆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安溪云

中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共38处，其中国家级1处，省级22

处，市级1处，县级14处，森林公园

总面积为38273.26公顷，占国土面

积的3.47%，森林人家59处。

13.泉州目前名木古树有多

少？被评为福建省树王的是哪几

株？

全市登记造册并已编号和挂

牌的古树名木有6313株。已获得

福建省树王称号的有四株：德化县

美湖乡小湖村的“福建省樟树王”、

永春县蓬壶镇观山村的“福建省圆

柏王”、德化县浔中镇凤洋村的“福

建省竹柏王”、洛江区马甲镇潘内

村的“福建省黄连木王”。

14.泉州森林生态旅游的总体

布局是什么？

总体规划布局为三大森林旅游

区（北部碧水青山健身度假区、中部

名门仙第文化体验区、南部海阔林

茂休闲观光区），两条森林旅游带

（北部绿色生态旅游带、南部蓝色生

态旅游带），三个森林旅游发展重点

县（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泉州

市滨海森林人家休闲游线路被评为

全省8条最受群众喜爱的“绿色之

旅”特色线路之一，随着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

善，依托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开展

的森林旅游活动正在日益兴起。自

驾游、自助游等个性化旅游活动专

线也正在开通。森林生态旅游市场

发展潜力大、后劲足。

15.森林灾害主要有哪些？

一是林业有害生物。林业有害

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昆虫、线虫、

蜱螨、鼠、兔和有害植物等）被称作

“无烟的森林火灾”，不仅具有火灾

那样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还具有生

物灾害的特殊性和治理的长期性。

二是森林火灾。要建设较完善的森

林防火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

力争使全市森林防火工作进入现代

林火管理阶段，避免特大森林火灾

与恶性事故的发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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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规定，非公司制企业整体改
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对改建前的企业将国有
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改建后
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本通
知所称整体改建是指不改变原企业
的投资主体，并承继原企业权利、义
务的行为。

二、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

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为一

个企业，且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

对原企业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

移、变更到合并后的企业，暂不征土

地增值税。

三、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

定，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

企业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对原企业

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

分立后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四、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

国有土地、房屋进行投资，对其将国

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更到被投

资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五、上述改制重组有关土地

增值税政策不适用于房地产开发

企业。 （待续）

企业改制重组税收政策之
土地增值税政策

是什么，让田陆树、吴莉妹、

施美珍、黄嘉红、庄碧光、蔡雪贞、

黄精华、刘元爱、王文福等老教师

忘我地加班加点伏案工作？是奉

献精神！

是什么，让康文瑞、蔡金花、

王丽心、肖丹、蔡英杰、高萍萍、梁

勋丽、王雅雅等中青年教师坚持

在早上7点20分前走进教室指导

学生早读？是责任之心！

是什么，让韦晓琳、黄燕瑜、

王德枝、王志勇、洪勇辉、卢施恩、

李桑不分白天黑夜课上课下指导

学生？是敬业精神！

高三意味着什么，高三意

味着改不完的作业，看不完的

试卷；高三意味着工作时间被

无限地拉长，睡到自然醒对他

们来说已成奢望；高三也更意

味着体力透支，严重的睡眠不

足……似乎高三的字典中只有

疲惫、辛劳。但是，石光中学

2017届高三的老师，深知三尺

讲台，是个累并快乐的地方！

深知高三是每个学生的人生转

折点，本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

高三全体老师在李芝华校长、

乔胜利书记、许文稽副书记、林

建森和陈嫦娥段长的领导下相

互支持，共同努力，多投入、高

质量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为

高三学生能充满信心走向高

考，迎来更美好的明天竭尽全

力。在高三这个团队中，党员

就有29人，占团队的半数以

上。如何发挥党员教师的模范

带头作用，是高三教育教学工

作成败的关键。为此，石光中

学党总支坚持贯彻落实“从严

治党”要求，围绕教学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教学，采取系列有

效措施，不断强化党员身份意

识，引导激励党员教师率先垂

范。为了在高考中取得佳绩，

大部分党员教师担任班主任和

备课组长，挑起重担，在他们的

示范带动下，高三各个备课组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通力合作的语文备课组。

教师的工作是具有一定的群体

性的，语文备课组在郑红艳和王

文枝老师的领导下，大家团结协

作，关系融洽。语文组教师分工

协作，不分长幼，轮流查找资料出

作文题、周测题。此外大家还分

块编写作文教案、制作课件，然后

毫无保留地资源共享。特别是高

考经验丰富的老师更是无私地分

享自己历年的心得与资料。大家

深知：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集

体的智慧是无穷的。大家在备课

时毫无保留地交流思想，交流心

得。就像你给我一个快乐，我给

你一个快乐一样，在共同劳作，共

同分享收获的快乐，合作让大家

收获智慧。

坚持不懈的数学科组。数学

组在邱尚程和林蔓老师的带领下

培优辅差工作常抓不懈。培优辅

差工作对提高整体的学习成绩至

关重要，做好这一工作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首先，对学生学习成

绩的评价是及时的，也是动态的，

每次的培优辅差的作用是十分有

限的。可能其中的部分同学有收

获也可能是部分内容、方法有收

获。不能对一次或几次培训有很

高的期望，必须要有长远计划，有

效措施，并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另外不论优或差的学生个体他们

的发展目标不同，因此辅导的内

容与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

就需要认真分析，不同对待。为

了最终实现17届高考数学科取

得优异成绩，数学科组对辅差、培

优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整个备课

组倾情付出，不计个人得失。从

目前看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耐心细致的英语备课组。英

语备课组在陈端方、邱亚远的领

导下，在转差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每天给差生练习最基本的内容，

最基础的知识点。英语备课组还

不断改进方法，每星期四下午第

七节课，全体老师都集中基础相

对较差的学生进行小群体的辅

导，英语备课组老师相当负责，持

之以恒，特别是陈端方老师、邱亚

远老师、林菁老师在工作上相当

积极主动，也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这一届英语组组合，堪称黄

金搭档。

精心备考的物理备课组。备

课组老师在王文福老师的领导下

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备考工作。

根据当前的学情，制定能力培养

计划。根据学生目前的学习现

状，物理备课组经过共同讨论后

制定出高考复习的重点工作是：

帮助学生提高分析物理情景能力

和综合能力，并结合本学期复习

的内容，制定出了培养综合能力

和分析物理情景能力的步骤和计

划。

积极到位的化学备课组。

化学备课组在吴玉珍老师的领

导下，在教学经验丰富的陈发

财老师的指引下，认真分析教

材，考纲，划分出易、中、难的模

块，对高考必考内容重点排序，

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排除学

生的畏难情绪，大大提高学习

兴趣。可以说整个复习工作是

非常到位的。

集思广益的生物备课组。

高三生物备课组总共5人，每人

带两个班，4个教师兼任班主任，

王德枝不仅是班主任而且还是备

课组长。任务大，担子重，但从无

怨言。生物组是个团结的备课

组，在教学活动中能充分发挥每

位教师之所长，任务分工到位，就

落实到位。

求真务实的政治备课组。政

治组总共三人，备课组长庄碧光、

经验丰富的康文瑞、青年教师王

建彩，他们工作热情高涨，思维敏

捷，精力充沛，在庄碧光老师的带

领下，全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全力以赴，为夺取高考的胜利拼

尽全力。

脚踏实地的历史备课组。

历史备课组的黄嘉红、吴丽娇、

胡玲玲等老师精诚合作，奋力

拼搏，努力打造一个和谐、奋

进、成功、辉煌的备课组。黄嘉

红老师从教30多年，在教学期

间，往往以其高屋建瓴之势，为

历史组教研教学指引方向，可

谓历史组之统帅；吴丽娇老师

从教20多年，历史教学的丰富

经验使其对教学的把握游刃有

余，授课期间吴老师严格要求

学生，注重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的养成，使得学生在高老师的

每一节课上都收获甚丰，可谓

学生又爱又怕的一位老师。而

备课组组长胡玲玲老师 授课

学识渊博、语言风趣，深受学生

喜爱。

锐意进取的地理备课组。地

理备课组由黄精华、卢施恩、张绵

绵三位老师组成，他们思维比较活

跃，不墨守陈规，每次备课总喜欢

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加上自

己的小想法，而且彼此毫无保留地

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课后反思，有

时候甚至会为某个教学问题的处

理方式和时效性争论半天。黄精

华老师作为组长，可谓倾尽心力，

另外两位老师也是积极配合，打造

出优秀的地理备课组。

在全体高三老师的共同努力

下，石光中学2017届高考取得优

异成绩，摘取了石狮市文理科状

元，录取于985院校的学生有49

人，录取于211院校的有118人。

其中，理科状元蔡荣辉同学录取

于北京大学，文科状元施梓玲录

取于中山大学，洪玮晔同学录取

于中央戏剧学院，吴嘉铖录取于

香港中文大学。本届高考，学校

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了双丰收，

超额完成预定目标，取得历史性

突破。

石光中学2017届高三老师

就是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耕耘、无

私奉献、精益求精，在为石光教育

事业发展贡献青春才智的同时，

也为自己谱写了一曲无怨无悔的

人生赞歌。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陈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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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无私奉献的歌
记2017届石光中学高三团队

不久后，大家到宝盖山上休

闲散步，手机可以连接上WiFi

了！不仅如此，在主干道沿途两

侧一些节点，还将添置播放设备，

在你休闲的时候来首轻音乐，是

不是会更加放松舒畅呢？这是记

者8日从宝盖山风景区管委会获

悉的新消息。目前，这项智能安

防项目开标在即，这样的享受也

不用等太久了。

以生态保护为基础，以便民

利民为宗旨，以万寿塔申遗为契

机，宝盖山风景区这几年来不断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提升人性化

服务，努力为市民赏景、休闲营造

出更为贴心、舒适的环境。

安防：将增设180余
个摄像头

让市民更好地放松休闲，首

先是安全地休闲。

考虑到人车混行存在不小安

全隐患，流动摊贩推货上山占道

经营也有损景区形象，且高峰期

部分车辆随意停靠易造成道路拥

挤，2016年9月份，宝盖山风景区

开始实行24小时禁止非公务车

辆上山。为此，景区还专门聘请

保安实行24小时巡逻，保障大家

爬山休闲时有个更安全的环境。

景区“创安”工作还没就此结

束。据景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即将开标的智能安防项目，还

将对上山主干道在内的景区核心

区增设监控设备。“到时会安装

180多个摄像头，以完善景区监

测，让游客休闲更安全。”该负责

人介绍。

休闲：打造不需走回
头路的游步道

2015年9月中旬，从万寿塔

入口处的休闲广场至某部后门、

全长1037米的登山健身步道铺

设完毕。在这之前，起于梧园水

库周边、止于山上原有水泥路面

的650米木栈道工程刚安装到

位。可以说，宝盖山登山健身步

道工程，让市民到宝盖山多了健

身休闲的好去处。

目前，景区内的健身步道还

是单线型的，也就是到终点了得

原路返回才能下山。但到明年，

市民就不用这样走回头路了。“我

们明年会有个新增6公里的游步

道项目。”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简

单说就是把当前的步道既从线上

延伸，又在面上拓广，最终形成一

个环形、闭合的线路。到时候，大

家从入口处上山，沿着游步道可

以到达山下的停车场。

服务：多项配套让市
民休闲更便利

今年6月初进场动工后，宝

盖山脚入口处旁的生态停车场，

眼下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建设。

根据工期安排，预计到年底就可

建成投用，届时可提供包括私家

车、大巴停车位和非机动车位在

内的200个车位，市民游客到景

区的停车问题也将得到有效缓

解。

今年已经先期到位的亲民配

套，则有自来水上山、直饮机投用

等项目。自来水上山，让景区告

别了过去纯粹靠石窟汲水使用的

不便和尴尬，尤其是公厕用水。

而说到公厕，2015年国庆期

间全新投用的三个仿古式公厕，

同样也是这几年景区便民配套的

一个提升。与之相关的一个细节

可能市民没注意到，就是今年下

半年，宝盖山风景区三个公厕开

始免费提供如厕用纸，“这在我市

室外公共休闲场所还是首家。”景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借万

寿塔申遗之机，景区在对塔的本

体修缮之外所做的相关环境提

升。这包括山顶万寿塔入口处新

建的管理服务中心、小停车场和

生态绿化等。

当然，大家看得到的配套提

升，还有山脚入口处、闽南理工学

院东侧道路的沥青铺设改造，山

腰健身器材区的更新完善，木栈

道沿线的垃圾桶、休息坐椅平台

的添置等等。

据宝盖山风景区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景区还

会对五个节点进行再次提升，比

如增设休憩休闲设备、提升景观

绿化等，打造一个生态环境优

美、配套更为便民亲民的宝盖山

风景区。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邱金环）

本报讯 为全面、准确掌握
石狮市集中式供水卫生状况，做
好集中式供水卫生状况调查，进
一步提高卫生监督效能，保障全
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按上级
要求，石狮市卫计局卫生监督所
组织卫生监督员，于8月8日对
我市的集中式供水单位展开专

项调查工作。

目前，我市共有集中式供水

单位2家，分别为石狮市20万吨

自来水厂及石狮供水股份有限

公司。此次专项调查，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对两家集中式供水单

位进行调查：供水单位基本情

况、单位类别、水源水、制水工

艺、消毒方式、饮用水生产情况

过程控制、检验能力、涉水产品

持证情况、卫生许可情况等。两

家集中式供水单位的管理人员

在卫生监督员的监督指导下，如

实填写了《福建省乡镇及以上集

中式供水单位基本情况调查

表》。

通过此次专项调查活动，

增强了卫生监督员对我市集

中式供水单位情况的了解。

接下来，该所还将继续加大对

集中式供水单位的监督巡查

力度，适时开展监督抽检工

作，提高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管

理水平，保障生活饮用水卫生

安全。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周鹰翔）

本报讯 昨日下午，石狮

（石狮北）征管所举行2017年

廉政监督员座谈会，会议聘请

3名廉政监督员。会上，以沟

通学习的方式，开门纳谏的方

法，虚心听取和征询廉政监督

员对石狮征管所的党风廉政

建设、行风建设、制度建设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总结

工作成绩的同时，寻找薄弱环

节，切实加强部门作风建设，

为推动所站管理向着又好又

快的方向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石狮征管所积极响应省

公司“高效、清新、阳光、幸福”

的高速理念，提出了“擦亮窗

口、树立形象，突出高速公路

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三大

特点，奋力打造学习型站区、

和谐型站区、幸福型站区”奋

斗目标，以一流的员工队伍、

一流的服务态度、一流的窗口

形象、一流的工作业绩、一流

的文明站所、一流的服务质量

服务社会大众。为提升石狮

的北大门窗口创建水平，服务

地方经济，为出入石狮市的司

乘人员保驾护航，为石狮的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陈晶）

石狮征管所举行廉政监督员座谈会

配套持续完善、服务更加到位、生态注重保护

宝盖山景区 便民提升一直在路上

我市开展集中式供水卫生专项调查

砥砺奋进的5年

本报讯 8月9日上午，锦尚派出所所长、教导员、

户籍民警等人来到锦尚镇东店村，给一个瘫痪在床20

多年的老兵送上新办的户口本。拿到户口本，老人一

家人连声称谢。

这个老人就是75岁的侯某。他年轻时当兵，退伍

后分配到福州马尾船政厂，户口也就落在了当地船政

厂的集体户中。20多年前，他因工伤退休回到了锦尚

家中生活，但一直没有将户口迁回原籍锦尚镇杨厝

村。由于单位在福州马尾，多年来，无论是办理证件或

是领取相关补贴，行动不便的老人都要在石狮、福州两

地来回奔波。不久前，锦尚派出所民警在开展标准地

址“一标三实”核查工作中，了解到老侯家的实际情况，

也想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发现老侯的结婚证、

户口本和身份证丢失多年，无法办理相关补助。

怎么办？根据政策规定，集体户户口身份证不能

进行异地办理。为方便群众，该所决定先想办法将其

户口迁回原籍。户籍迁移有三种途径：一是以夫妻投

靠的形式迁回，但需要提供夫妻双方本人的身份证、户

口本和结婚证，但侯某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皆已

丢失；另外两种办法对他家都不适合。

在所领导支持下，该所民警立即联系福州马尾派

出所户籍民警，请他们帮忙提供侯某的底档或者是户

籍证明。接着，民警与民政局联系，调取了两人当时结

婚的档案。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历经一个月，侯某的

户口终于在8月3日办好了。

该所民警表示，他们争取尽快将新的二代身份证

办好给老人送去，并协助老人办理相关补助材料，实实

在在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林光明）

民警贴心服务
帮瘫痪老兵补办户口

本报讯 近日，湖滨派出所民警帮一位八旬阿婆找

到家人，安全送回了家。

8月2日上午，市民蔡女士在一公交站台发现一个

阿婆在东张西望，上前询问后，老人说不清楚家庭地址

和家人的联系方式，蔡女士便报警求助。民警出警到

现场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将阿婆带回派出所。

经耐心询问，阿婆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布包，里

面有其身份证。信息显示，阿婆姓王，今年87岁，家

住石狮市锦尚镇东大道。随后，民警根据王阿婆的

身份证信息进行查找，终于联系上了王阿婆的孙子

小邱。

当天傍晚6时许，小邱来到派出所。原来，小邱他

们一家人也正在焦急地寻找王阿婆。据了解，老人因

年纪大，许多事记不清，才迷路了。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许冰冰）

新建的景区监测中心

民警帮八旬阿婆找到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