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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目标，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

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振奋人心

的新目标，也是催人奋进的行动号令。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石狮市委、市政府及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十九

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的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为“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

生态环境支撑，用生态文明绘就美丽石狮新画卷。

用生态文明绘就美丽石狮新画卷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新 作 为

把绿色发展做得更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

发展，彰显历史担当，也蕴含治理智

慧。

石狮市委、市政府始终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突

出位置，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刚

性职责，写入每年的市党代会报告、政

府工作报告，并列入市人大重要议案、

市政协重要提案。

今年，石狮市制定并印发《石狮市

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专项规划

（2016-2020）》和《中共石狮市委 石狮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的意见》

等文件。3月16日，召开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会议，市委、市政府与全市

26个责任单位签订《2017年党政领导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形成分工

明确、责任清晰、协同推进的工作格

局。

今年以来，石狮38家（在产）印染

企业全部完成定型机废气净化治理改

造、17家重点企业完成环境污染责任

险投保、完成我市48家参评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指导18家企业开展建设项

目排污权交易、完成鸿山热电及神华

福能“超低排放”改造并稳定运行、推

进印染集控区循环化改造……围绕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绿色发展”要

求，石狮市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

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蓝天保卫战、清水行动、净土行动

……近年来，石狮在改善生态环境上

可谓是不遗余力，一年接着一年干，

水、气、土壤质量逐年改善。

集控区拆了烟囱，紧接着治理“尾

气”。在石狮三大印染集控区实现集

中供热全覆盖，实现清洁能源替代，49

根企业自备烟囱全部拆除的基础上，

今年6月底，石狮市新型染整产业循

环发展园废气净化治理工作完成，38

家（在产）印染企业完成定型机尾气治

理，“印染厂的异味”不见了。建立健

全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联防联控机

制，2017年以来

共启动27次污染天

气应对，检查工业大气

污染源400家次，立案查

处12起。

东沟引来了“活水”，今年往

西沟覆盖。尾水回用工程体系在

东茂沟老干段、东沟泰马桥段的相继

投用，东沟水系中下游河段重现水清

岸绿。今年，这一创新举措由东沟向

西沟延伸，城西水系也将迎来“源头活

水”。2017年，石狮实施23个水系环

境治理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逾2亿

元。塘园溪、厝上溪参加泉州市小流

域“赛水质”活动，相关工程接近尾声，

奈厝前村生态公园雏形初显。组织修

编《石狮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置专项规

划》，推进城乡一体，打破辖区限制，进

行总体布局，并同步制定提高中心区

污水收集率及浓度治理方案专题及主

要河道“黑、恶、臭”治理及生态景观提

升实施方案设计专题。对3个集控

区污水、雨水管网进行改造建设，

其中，锦尚集控区排水工程现

已完成工程总量的61％；大

堡、伍堡集控区排水管

网项目已完成工程预

算，预计年底前可

进场施工。

土壤污染

防治扎实

推 进 。

今年，石

狮印发《石

狮市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

《石狮市土壤污染防

治2017年度工作计划》，

对我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点位进行现场核实，初

步完成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和

大宗固废堆存场所排查工作。

围绕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着力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石狮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

问题为重点，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给人

民群众带来真切的获得感。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精心呵护山水林田湖草。

近年来，石狮加快生态保护和修复，逐

步恢复生态系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漫步古浮湾，享受慢生活。祥芝

镇村两级在打造“古浮湾慢生活体验

区”过程中，十分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不仅保持“原生态”，还对古浮

湾沿岸沙滩进行修复。目前，该项目

已完成小栖山公园、停车场配套项目、

沙滩修复、木栈道及观鸟台工程等，成

为石狮滨海旅游新目的地。

铲除千亩“大米草”。2013年以

来，石狮市启动为期三年的海岸带资

源环境整治，实施以还林（红树林）和

还滩（滩涂养殖）的生态修复工程，泉

州湾南岸10公里海岸线千亩大米草

被铲除。

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2010年以

来，我市共完成造林绿化和“四绿工

程”（绿色城市、绿色通道、绿色村镇、

绿色屏障）面积近万亩，全市森林覆盖

率超10.12%。

修复废弃石窟。今年4月，《石狮市

废弃石窟生态综合治理修复实施方案

（2017—2021年）》出台，力争五年内完

成全市172处废弃石窟生态修复。今年

5月23日，宝盖山石窟整治工程动工，明

年，这里将建成我市第一个石窟公园。

推动海岸带建设。当前，石狮正

以海岸带建设为抓手，加强各项目的

统筹论证，做好海岸带资源利用和生

态保护，着力提升沿海大通道的景观

功能，打造精美的生活旅游岸线。

让体制机制更加完备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

美”。紧紧围绕福建作为全国首个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石狮

深化生态环保体制机制创新，勇于探

索、先行先试，加快推动实现生态环境

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5年5月，石狮市在全省率先组

建生态环境保护局，将原本分属住建、

环保、经济、农办等多个部门的涉水事

务，全部归入生态环境保护局，实现对

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推进环境保护由

治理为主转向全面加强生态建设。

2016年11月，石狮市出台《石狮

市印染污水处理厂管理体制和营运机

制改革实施方案》，由市属国有企业石

狮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收购、控

股、运营，资产评估工作已初步完成，

目前正跟三家污水处理厂股东代表接

触交易谈判，同时督促集控区3家印

染废水集中处理厂开展提升改造。

2017年3月，石狮市全面推行河

长制，市、镇（街道）两级河长制办公室

正式成立并挂牌办公，两级河长和村

级河道专管员全部到位；15条县级河

流河长公示牌全部安装到位，建立了

县级河流名录，并配置了河道警长。

推进环保网格化监管。2017年以

来共通过网格化监管系统上报日常巡

查信息458条、环境事件信息39条，污

染源信息83条，推进从“线”转“片”的

网格化管理新模式。

围绕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体

制改革新要求新任务，石狮将把制度

创新作为内生动力，努力构建“政府统

筹、部门协同、企业履责、全民参与”的

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形成生态

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记者 林恩炳/文 茅罗平

颜华杰/图）

梧园水库水清岸绿

奈厝前村生态公园雏形初显 古浮湾水碧天蓝

昔日绿藻横行、垃圾遍布

的池塘，一改往日“脏、乱、

臭”，变成了社区里的一道新

景观。清澈的池塘、洁白的石

头栏杆、平整的马路砖，池塘旁

还安装了16件健身器材。日

前，记者在永宁第四社区看到，

位于南门角落的“下杉行”池塘

及周边环境经过整治与改造，

已成为居民休闲健身的新去

处。

据了解，此前，这个池塘一

到夏天就蚊虫孳生，臭气熏

天。今年，永宁第四社区经公

开招投标，投资30多万元对池

塘进行清淤及整治，恢复水塘

清洁的面貌，并在池塘周边铺

设鹅卵石。附近居民纷纷表

示，以前一走到这个地方都会

捂着鼻子，现在这个地方清理

之后，环境更美了。

“臭味没有了，而且还安装

了健身器材，我们也不用大老远

走到其他角落运动。”居民蔡先

生高兴地说，“美丽乡村”建设改

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佘怡婷）

吴诗琦，是凤里街道仁里社

区的一名新社工。与社区里的其

他社工不同，小吴是一名土生土

长的仁里人。

为了拉近社工与当地居民的距离，推动社工工作开

展，入驻仁里社区第二年的乐爱社工服务中心决定从仁

里社区居民中招聘一名社工。巧的是，今年8月份，该社

工服务中心的社工们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社区有一名

去年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待业在家。这名女孩就是小

吴。很快，工作人员联系上了小吴。没想到，经过沟通，

小吴对社工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由于小吴是仁里人，对社区环境、风俗习惯、居民群

众都比较熟悉，经过2个多月的培训和实践，她很快就适

应了岗位工作。

11月13日，记者在仁里社区社工服务站了解了小

吴一天的社工工作。上午一上班，小吴的第一件事便

是到仁里大厦四楼顶，给“空中农场”中的蔬菜浇水。“这

是专门给社区的长者开辟的‘空中农场’，目的是让老人

们有个交流、互动的场所，方便建立同辈朋友圈。再过

些日子，就可以让伯伯阿姨们采摘新鲜的蔬菜啦。”小吴

边浇水边说道。

上午10时，小吴和同事小王提着两大袋物品出门，

给参加重阳节摄影比赛活动而还没领奖的居民送奖品

去。记者跟着她们走进了凤凰城小区。小吴指着一幢

高楼说：“拆迁前我就是住在这里，即使以前的房子已拆

除了，但还是能找到儿时的熟悉感。”入户时，小吴都会主

动跟对方说，她也是仁里人。“你爸妈是谁啊？”“爷爷奶奶

是谁呀？”很多居民都会这样问。因为长辈们彼此熟悉，

邻里们也很快与她熟悉了起来。让小吴开心的是，她的

服务对象里，不仅有儿时玩耍的小伙伴、邻居的爷爷奶

奶、爸妈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外婆、姑姑等亲戚。“在自己

生活的社区工作，为自己的邻里服务，一切都很亲切。”

下午开始上班，小吴便打开电脑，记录上午入户探

访情况和居民诉求，同时，她也会思考自己工作是否存

在不足。下午四时许，随着四点半课堂的“开课”，小吴

一下子变成了孩子们的“小吴老师”。

小吴告诉记者，填报大学志愿时，她差点就选择了

社工专业。在上大学期间，她也经常参加学校的志愿服

务活动。“社工主要是根据居民群众的需要来提供服务

的，虽然工作起来是有些辛苦，但它是一件可以给别人

带来快乐的工作，所以我喜欢。”小吴对社工这份工作很

是满意。 （记者 王秀婷）

“我们村的老戏台改造好

了，又成为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日前，宝盖镇铺锦村的老

黄与记者分享了村里的这一好

消息。11月14日上午，记者如

约来到铺锦村，了解村落老戏台

重焕“新生”的故事。

“弘扬国粹光大南音雅乐，

远绍民风广开体育健身”这是刚

建成不久的铺锦文体会馆大门

两侧的对联，字里行间说的正是

这一文体活动场所的功能与作

用。眼前的这一座馆式建筑散

发着“新”的味道，红墙砖、石板

阶、钢制拉门，每一样都是新

的。馆内，前半部为挑高场所，

后半部设有阁楼。临近中午，馆

内的阁楼上，几位老人正吹拉着

南音乐器。这俨然是一个多功

能的文体场馆，阁楼为南音社的

活动场地，场馆的前半部分平常

可作为棋牌活动场所，也仍具有

戏台的功能。

一年前，记者曾对这一场馆

的“前身”作过报道。原先，这里

是一处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戏

台，不过因为时间久了，戏台变

得十分破旧。老戏台也有过“辉

煌”的历史，也曾是村民休闲娱

乐的主要场所。后来，因为破

旧，戏台慢慢失去了作用。“以

前，村民经常到这里看戏、玩耍、

聊天。”铺锦村黄大爷回忆说。

也因此，村民一直想改造一

番，让老戏台重焕“新生”，使之

成为村民新的文体活动中心。

一年过去了，村民的设想也基本

实现了。

“今年年初，广大热心村民

共同谋划，大家为老戏台的改造

建设出钱出力。”黄大爷介绍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不久前，

铺锦文体会馆落成了。据介绍，

新的会馆占地约150平方米，总

的活动空间为180平方米，改造

建设与馆内设施配备的资金约

投入了80万元。

如今，这一场馆的人气又

慢慢地旺了起来，又如曾经的

老戏台一样，成为了村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下午和晚上人

会多一些。”黄大爷放下手中的

乐器介绍了起来，有来这里打

牌的，有来这里聊天的，爱好南

音的则聚在阁楼上拉拉二胡、

吹吹箫、哼哼南曲。作为一名

南音爱好者，黄大爷对场馆的

建成最为开心，他说，“此前，我

们的活动场地就更换了好几

次，但多在私人的院子或门口

弹奏南音。”如今，有了新场馆，

村里的南音爱好者们的活动也

就有了固定的场地，加入南音

传承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铺锦文体

会馆还与灯光球场、庙宇等连

成一片，这一带成为了村民休

闲、健身的聚集地、村落的文体

中心。 （记者 林智杰）

11月14日，永宁镇郭坑

村里一大群人正在村落各个

角落忙着大扫除。在大家的

努力下，房前屋后、各段路面

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落变

得更美了。参加大扫除的是

该村的全体党员。原来，这

是郭坑村党支部组织的“美

丽乡村——环境卫生大扫

除”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

党员们发扬不怕苦、不怕脏、

不怕累的精神，为村庄的整

洁挥洒汗水。其间，受党员

志愿者的感染，部分村民也

自发参与到大扫除工作中

来，为社区的环境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郭

建平 蔡凯琳）

铺锦老戏台重焕“新生”
村民休闲娱乐有新去处

大学毕业生在家乡当社工
服务熟悉的人亲切又开心

郭坑全体党员大扫除
为村落整洁挥洒汗水

昔日臭水塘 今日成社区新景观

厝边

邻里

社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