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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常亮红绿灯
安全行驶伴人生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 宣

9月份全市环境卫生考评成绩排名

中心市区排名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9月份全市市容考评成绩排名

中心市区排名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9月份市区外河道环境卫生考评成绩排名

单位

问题数

月成绩

月排名

单 位

宝盖镇

湖滨街道

凤里街道

灵秀镇

单 位

宝盖镇

湖滨街道

凤里街道

灵秀镇

成绩

851

780

761

726

成绩

947

929

920

876

灵秀镇

2

96

第一名

10月末位

必检单位

松茂村

玉湖社区

大仑社区

塔前村

沿海镇排名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锦尚镇

3

95

第二名

祥芝镇

5

91

第三名

沿海镇排名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单 位

永宁镇

锦尚镇

祥芝镇

蚶江镇

鸿山镇

鸿山镇

4

90

第四名

单 位

永宁镇

镇尚镇

蚶江镇

祥芝镇

鸿山镇

成绩

966

954

954

950

928

宝盖镇

7

89

第五名

成绩

755

710

708

660

619

9月份沿海五镇
海岸带考评成绩排名

名 次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永宁镇

7

85

第六名

10月末位

必检单位

子英村

港东村

莲塘村

古浮村

洪厝村

单位

锦尚镇

鸿山镇

祥芝镇

蚶江镇

永宁镇

蚶江镇

11

77

第七名

成绩

86.5

86.5

86

84

82.5

本报讯 未经允许跑去生产

经营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出

具虚假检验报告，拒绝、阻挠、干

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开

展监督检查……根据我省今年出

台的《福建省食品药品严重失信

“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有以上

相关情况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

和药品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使

用、检验检测等机构，将被列入

“黑名单”，其间将受到多项监管

和惩戒。

据石狮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

责人介绍，对列入“黑名单”的严

重失信主体，食药监部门将采取

四项监管和惩戒措施：一是对列

为重点监管对象的，加密日常监

督检查频次，提高风险管理等级，

至少每半年对进货查验、索证索

票、出厂检验、企业自查等管理制

度和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监

督检查；二是依法禁止或限制从

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三

是责令定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自

查或者邀请第三方进行检查评

价；四是对严重失信者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依法从重处罚。该

负责人也提醒我市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者，规范经营，勿触红线。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蔡绵绵）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

棋。近年来，石狮市直面“重审

批、轻监管、弱服务”的传统管理

体制弊端及群众企业的痛点、堵

点、难点问题，同时转动“放”

“管”“服”三个车轮，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

场活力，助力县域经济在新一轮

发展中走在前列。

简政放权做“减法”
扫清企业发展障碍
全面完成“五张清单”编制

管理。编制完成行政权力清单、

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和责任清单，

同时，坚持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清单公布后五次动态调整，目前

保留行政权力事项3790项（其中

行政许可298项），保留公共服务

事项294项，同步编制完成镇（街

道）权责清单，实现市、镇两级权

责清单全覆盖。公布前置审批

事项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

单，2016年底进一步调整精简，调

整后全市保留前置审批事项133

项，精简率达38.4%；保留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89项，精简率达

36%。

精简审批服务申报材料。按

照“把麻烦留给审批机关，把便利

留给申请人”原则，对市直25个

相关部门共8038件审批申报材

料进行逐一审核审查，对与审批

服务事项无关、脱离实际、显失合

理的244件申报材料，予以取消，

公布保留744项行政审批和服务

事项申报材料7794件。

优化服务做“乘法”
打造优质政务环境
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再

造。结合“多规合一”试点，试行

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对涉及投资

建设项目的事项重新绘制“审批

流程图”，实行“立项用地阶段、规

划设计阶段、施工许可阶段、施工

图审查阶段、竣工验收备案阶段”

全过程、一个窗口受理的并联审

批方式，正在试行中。

创新试行“一窗式”审批模

式。今年7月起，在餐饮、文化娱

乐、美容美发和三类机动车维修

经营等领域按行业设立4个服务

专窗，在全省率先试行“一窗受

理、联合审查、一窗回复、一档管

理”的“一窗式”审批模式，已投入

试运行，相关审批事项共减少流

程16个，精减申报材料10份，缩

短办理时限4个工作日，得到普

遍认可。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2016年

全面推行企业“五证合一”、个体

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模式。截

至目前，办理“五证合一”22757

件，办结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

18690件。同时，为解决企业“注

销难”问题，全面推开企业简易注

销登记，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截至目前，已办理企业简易注销

269户。

抓好便民办事清单落实。推

行“一趟不用跑”和“最多跑一趟”

办事清单，截至目前，已公布市级

“最多跑一趟”事项共564项、“一

趟不用跑”事项共7项，镇（街道）

级事项共198项，占行政审批和

公共服务事项的42.2%。

监管改革做“加法”
建立有效管理机制
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全市25个有建立“双随机”

机制条件的部门，均已制定“双随

机”实施方案。 （下转四版）

本报讯 石狮市知名传统建

筑永宁“九十九间”今年修缮加固

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昨天，记者

在现场看到，该传统建筑的修缮

已明显超出了去年主体结构加固

的范畴，开始逐步进入室内的装

修，房屋功能可望得到恢复。

市石改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去年，在市博物馆的指导下，

“九十九间”开始按照“修旧如旧”

的原则进行修缮。根据泉州、石

狮两级有关石构房改造中有关传

统建筑保护的政策，传统建筑修

缮加固可获两级政府补助。具体

标准为：对纳入石结构房屋改造

规划（计划）的传统建筑加强保

护，县级财政按建筑面积进行一

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不低于140

元/平方米，泉州市级财政相应配

套补助，补助标准为70元/平方

米，两级累计补助标准为210元/

平方米。“九十九间”纳入修缮加

固的面积共6700余平方米，两级

政府补助总额将达140余万元。

据悉，去年，“九十九间”修缮

加固工程完成了部分损坏房屋主

体结构、楼梯、门窗、墙体、地面的

修复。根据修缮加固工程的实际

进度，兑现拨付了补助金40万

元。今年9月，修缮加固工程继

续进行，修缮内容逐步转入室内

的装修。市石改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预计今年政府补助拨付将达

100万余元。修缮工程完工后，房

屋的功能可望得到恢复。后杆柄

村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计划利

用“九十九间”发展乡村旅游。

另悉，根据我市石改政策文

件，申请传统建筑修缮加固，只需

持修缮加固方案经市文体旅游广

电新闻出版局、国土规划和房产

管理局两个部门审查，报所在镇

政府审批后就可实施。《石狮市

2015年传统建筑普查成果》保护

名单内传统建筑，或具有特殊保

护性价值的其他民居，均可申请

保护性修缮加固。

（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张振海）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我市职工医

疗互助第十一期活动自去年10月份开展以来，申请补

助的患病职工824人次，共计发放177.7万余元补助金，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工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等问题。

据悉，截至9月30日，第十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

动全市共有72675人次参加。包括390家企业的

61402名职工、171个机关单位的11273名职工。此

外，还有156个单位5133名女职工参加了女职工特殊

疾病医疗互助。

自2006年10月1日开始，市总工会正式启动全

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截至今年9月30日，已成功开

展十一期。十一年来，6562名职工受益，累计发放互

助金1163万余元，为职工医疗健康增加了一道强有

力的屏障。并且，自2015年开始，我市在职工医疗互

助活动的基础上新增“大病补助”内容后，对参加职工

的医疗保障更添几分。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颜晓岚 许紫燕）

我市筹建
“妇女援助中心”调解员队伍

本报讯 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为充分发挥社会各

界热心人士在援助工作中的作用，我市拟建立一支

“妇女援助中心”调解员队伍。目前，石狮市妇联已发

出推荐“妇女援助中心”调解员的通知，邀请各镇（街

道）妇联、市直各系统妇委会推荐合适的调解员。

据悉，“妇女援助中心”调解员可以是热心妇女儿

童工作，有一定调解经验或有调解专长，可定期或不

定期参加“妇女援助中心”服务的在职或离退休基层

妇干、干部职工及社会爱心人士。“妇女援助中心”调

解员队伍的建立，将为广大妇女儿童（特别是弱势群

体）提供更多公益性援助服务，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

谐，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市“妇女援助中心”项目落实。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维护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与

促进妇儿事业全面发展紧密结合，一手抓发展，一手

抓维权，全力维护和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推进

维权服务重心下移、关口前移，今年我市除了建设“妇

女援助中心”，搭建“妇工+社工+专家+调解员”一站

式维权工作平台外，市妇联和相关部门还在原有的工

作基础上，健全联动机制，扩大维权服务范围。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柳丽芬）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自12日起，铁路部门推出“接续

换乘”方案推荐及动车组列车“自

主选座”两项服务，进一步改善旅

客出行体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12日起，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当

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列车

无票或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时，

旅客可选择“接续换乘”功能，售

票系统将向旅客展示途中换乘一

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况，如果旅

客选择购买，可以一次完成两段

行程车票的支付。

关于动车组列车“自主选

座”，这位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

于2016年12月起在海南环岛高

铁开展该项服务试点的基础上，

自今年10月12日开始，全面推出

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务。旅

客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

购票时，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动

车组列车座位示意图选择座位，

当剩余座位无法满足旅客需求

时，系统将自动进行配座。

这位负责人表示，接续换乘

及动车组列车选座功能为首次推

出，铁路部门将根据运营情况和

旅客建议，持续优化完善。有关

两项服务的具体情况，可登录

12306网站查询“接续换乘及选座

功能说明”。

■石狮改革进行时
主办：石狮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

石狮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以“加减乘”深化“放管服”改革

九月份全市市容环境
考评成绩公布

本报讯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获悉，9

月份我市共开展城市市容考评、环境卫生管理互评及

村（社区）末位必检14轮次，随机抽查128个（次）单位

区域，现场发现各类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问题1764处，

经过相关责任单位努力，存在问题均得到有效整改。

9月份，全市围绕创城工作全面开展市容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市容和环境卫生面貌总体保持较好。本

次镇村环境卫生考评中，后宅村、苏厝村、林边社区、

西港村等单位村容村貌洁净有序。 （下转三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环卫考评在行动

创新党建积分制
焕发基层党建新活力

以优异成绩迎接十九大�党建项目采风

“这个月我已经得了不少分

了，你呢？”“我那个项目签下来，

分数也不会差太多。”今年来，在石

狮市祥芝镇，不少党员见面时都要

悄然进行一番“攀比”——比的

不是别的，正是这党建积分。

前几年，由于党支部基本制

度落实不到位，党员作用没有发

挥，祥芝镇党建工作一直处于石

狮各镇（街道）中下水平。“党建

积分制”就是祥芝镇党委坚持问

题导向，探索解决存在的问题，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的新办法。

以“党建积分制”为抓手，党支部

在党建基本职责任务、镇党委中

心工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工

作上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党员履行党员基本义务，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自觉

服务群众的积极性明显增强，走

出一条农村基层党建创新管理

的新途径。

制定细则促常态。2017年

3月，祥芝镇在石狮率先出台

《祥芝镇党建积分制管理考核

办法（试行）》，通过“分类积分、

量化考核、底线管理、奖优罚

劣”，对党支部和党员实行积分

制管理考核。同时，出台了《祥

芝镇党建“一岗双责”网格化管

理规定》，做到基层党建网格全

覆盖，业务工作和党建工作同

布置、同检查、同落实。今年8

月份，祥芝镇还出台了《关于实

施“1+N”党建工作主题项目管

理制度的意见》，鼓励基层党组

织推进“党建子项目”建设，每年

预算10万元党建经费进行奖

励，有力促进党建工作水平提升

和成效转化。

量化考核明奖惩。党建积

分管理分为党支部和党员积分

管理。以量化考核分域实施为

抓手，明晰积分内容。把党员思

想政治、岗位履职、遵章守纪、参

与活动、发挥作用等评价以积分

形式进行量化，分基本分、战斗

堡垒分（先锋分）、扣分三大板

块，对不同类别党支部、党员进

行考核。经全年累计积分，按照

积分等次对党支部、党员进行相

应奖惩，并将年度积分作为评优

评先的依据，提高党员做事积极

性。 （下转七版）

石狮第十五届广场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

“九十九间”加快修缮
房屋功能可望恢复

坐动车可以“自主选座”还能“接续换乘”

喜迎十九大

福建出台食品药品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规定
生产经营食品药品严重失信将入“黑名单”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市场监管

联办

第十一期职工医疗互助
发放补助金177万余元

本报讯 10月12日晚，第十五届广场文化艺术节在一曲《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下帷幕。历时四天的石狮市第十五届广场文化艺
术节紧紧围绕“喜迎十九大，建功新石狮”主题，汇聚了“乡音乡情海丝梦”

“中国梦�石狮情”“梦想启航”“铁血军魂”等一批弘扬传统、引领时尚的节目，在我市老、中、青、少等不同
年龄段参演者的演绎下，向台下的观众充分展示了近年来石狮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家+
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为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记者 刘晓娟 颜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