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集团 主管 石狮日报社 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35-0063

年 月
7日
星期四
今日 8版
农历丁酉年十月二十
第7135期
2017 12

本期
推荐

SHI
SHIDAI
LY

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颁“地球卫士奖”

平安农机始于心
安全生产践于行

扫描二维码
7版

国际

下载石狮日报
手机APP客户端
公众微信平台

石狮市农业机械管理站 （宣）

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朱启平在全市科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作主题报告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紧紧抓住十九大后
我国全面决胜小康社
会的历史机遇，切实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
和体现到加快石狮发展的全过
程、各方面，以担当诠释忠诚。
朱启平指出，要在实现跨越
赶超中走前列。石狮作为全省改
革发展的排头兵，要以第一方阵
的气势和责任担当，加深对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跨越赶超意义的认
识，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来福
建调研提出的建设“机制活、产
业优、生态美、百姓富”的新福建
和“四个切实”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
革、动力变革，在全省跨越赶超
发展大局中勇担当、打头阵、走
前列；要用更高的站位、更广的
视野来审视石狮的发展，在区域
发展格局中定位、站位石狮，推
进发展格局，培育发展动能，深
化改革创新。要以实业发展为
主线加快发展，按照十九大提出
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
保持战略定力，扎实推进“创新
转型 实业强市”发展战略，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石狮市科级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昨日上午举行。会上，
市委书记朱启平传达了省管干部
第一期专题研讨班精神和泉州市
委书记郑新聪在泉州市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
神，并作主题报告；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杨德才主持会议。市直部
门、各镇（街道）、高新区的科级干
部参加会议。
朱启平的主题报告主要讲了
五方面内容：一、结合实际深入学
习领会；二、在实现跨越赶超中走
前列；三、以实业发展为主线加快
发展；四、以新时代党的建设为保
障；五、推动全市学习宣传贯彻活
动不断深入。
朱启平指出，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最大特色、最突出亮点，就是
鲜明提出并深刻阐明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
立了“八个明确”基本内涵和“十
四条坚持”基本方略。新时代新
思想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指导思
想，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
领会，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上，坚定实业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全力营造良好的实业发展环
境；要着力构建“3+3”现代产业
体系，重点抓好纺织服装、智能
制造、海洋食品等三大制造业发
展，以及市场升级、港口物流、滨
海旅游等三大服务业发展，用实
实在在的项目抓落实。

本报讯 石狮市科级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研讨班第一讲昨日开讲，邀请
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
研部叶志坚教授作《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讲座。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林希妍主持会议。市直部
门、各镇（街道）、高新区的科级
干部出席听取了讲座。
叶志坚讲了三方面内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渊源；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丰富内涵和基本方略；三、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朱启平强调，要以新时代党
的建设为保障。各级各部门要领
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
增强干事创业本领，在落实上下
功夫，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要推动全市学习宣传贯彻活
动不断深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按照省委建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
最坚决、实践最生动、成果最丰硕
的示范区”定位要求，按照“学习
要深、宣传要活、贯彻要实”的具
体要求，推动贯彻落实到我市各
项事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推
动新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记者 许小雄）

想的历史方位。叶志坚指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进程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中发展起来的，焕发出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光芒和强大的文化
力量；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几十年
艰苦磨砺和从政实践中特别是
多领域多层级领导岗位的历练
中积累得来的，释放出深厚的
“地气”和旺盛的活力；是从十八
大以来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中总结出来的，展现出
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和无比强
大的引领力量；是从中国与世界

的深度互动中成长而来的，表现
出海纳百川的开放意识和造福
世界的实践力量。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
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其中体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辟概括的“八
个明确”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十四坚持”基本方略之
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
斗。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颜培锋）

今年 1-10 月
石狮水产品出口首破 5 万吨
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产品国际认可度和应
对国外技术壁垒能力不断提高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有关
部门获悉，2017年 1-10月，泉州
检验检疫局石狮办事处共检验出
口 水 产 品 976批 、5.05万 吨 、
11872.9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03.3%、107.9%和53.1%，出口量
首次突破5万吨，超过去年全年水
平并再创历史新高。主要出口产
品包括:冻海捕鱼、冻鱿鱼、冷冻鱼
糜和水产罐头等，远销东南亚、非
洲、斐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中
国台湾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我市2017年水产品
出口呈现出五个特点：
一是出口产业集群初具规
模。2017年新增出口备案水产品
企业两家，有两家企业实现首次出
口，1-10月共有10家水产品加工
企业实现出口，较去年同期比增
100%。随着石狮市政府对海产品
出口产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出口企
业的数量、规模和管理水平均在不
断提高，石狮出口水产品规模首次
突破了5万吨、1.1亿美元，产业的
集群和扩容效应已初具规模。

二是出口市场格局不断扩
大。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特别
是充分发挥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的地缘和人文优势，积极开拓“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2017年
1-10月，石狮水产品已经走向东南
亚、非洲、斐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
中国台湾等32个国家和地区，较去
年同期比增88.2%，其中共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4.4万吨、
10365.2万美元，比增 112.9%和
55.2%，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
三是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成效
显著。从原料型粗加工产品逐渐
向鱼糜制品、鱼罐头等深加工产品
转变，目前已有冷冻、糜制、水产罐
头等多种系列产品实现了出口。
2017年下半年华宝明祥公司水产
罐头实现石狮出口零的突破，2017
年1-10月已出口水产罐头1369.0
吨、326.7万美元；利成公司罐头生
产线也投产在即，水产罐头将成为
石狮水产品加工的下一个增长点。
四是远洋渔业带动效应不断增
强，极大缓解了因近海资源日渐衰退
而困扰加工企业的原料瓶颈，也为水
产加工、仓储、物流、出口等全产业链
注入新的动力。 （下转五版）

我市 1758 人报名参加会计资格初级职称考试

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局窗口
加班加点服务考生
优化行政服务
助力实业强市

主办 石狮市行政服务中心

本报讯 按照财政部、省财政
厅的部署，我市2018年度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采取“全程网络
报名”、现场资格审核及网上缴费
的方式。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局
窗口积极做好服务工作，确保报
名工作顺利完成。

据悉，为确保我市2018年度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报名
组织工作顺利开展，11月21日至
11月30日现场审核阶段时，市行
政服务中心财政局窗口工作人员
主动加班加点，为报名人员进行
现场审核，充分体现了“公开透
明、方便考生、便捷高效”的特
点。在此次现场审核工作中，共
报名1758人，现场审核通过人数
1610人。
（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施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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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农民工工作
督察组莅石督察
本报讯 12月6日，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邱小平率领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督察组一行，莅临
我市开展督察工作。福建省人社厅厅长林卫宠、泉州市
政府副市长吕刚、泉州市人社局局长刘曙庆、石狮市政府
副市长李斌等省、市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督察。
督察组先后考察了石狮市和谐劳动关系服务中心和
新市民积分服务中心，并召开基层农民工工作者、社区干
部、居民代表“一对一”访谈。记者了解到，今年来，我市
按照国务院、省有关要求，以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目
标，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
权益，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和在城镇落户，努力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在创新制度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方面，我市首创提出并实施的“积分
入住、入学、入医、入保”等8项差异化公共服务待遇积分
优惠，构建了外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紧缺、
高端公共资源服务差异化的基本格局。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12.5万多人参加积分管理建档，发放积分入住凭证
759人，已兑现积分入住人员408人、发放购房补贴款
4603万元；兑现积分入学人员678人。 （记者 周进文）

我市召开
“海艺节”
保障工作协调会
本报讯 为
做好第三届海上 聚焦第三届（泉州）海艺节

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以下简称“海艺节”）石狮专场保障工作，顺利完
成“2017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第五届中国泉
州国际木偶节演出和配套活动，12月6日下午，我市专
门召开保障工作协调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听取筹备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各项筹办工作，石狮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林希妍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由文化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福建省文化厅、泉州市人民政府等承办的第三届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于今年12月10日至15日在泉
州举办，内容丰富，亮点颇多，将举办70多项活动，全部免
费向海内外宾客和广大市民开放。其中，石狮分场承接
第五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和“2017中国——中东欧国
家文化季”的6项活动，并为“海艺节”配套开展海丝神韵
专题展览和“庆祝十九大 共筑海丝梦”主题演出，赋予
“海艺节”更多中国声音、本土元素。目前我市各项筹备
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记者了解到，12月8日-15日，石狮市民在家门口就能
欣赏到高规格精彩演出。广东省木偶剧院带来的《岭南木
偶艺术精品荟萃》，将分别于12月8日19:00、9日15:00，在
市音乐厅、林边社区洪厝文化中心剧台精彩上演；台湾集
艺戏坊带来的《小恩的奇幻冒险》将分别于12月9日19:
30、11日9：00在市音乐厅和石光中学上演； （下转二版）

全国啦啦操联赛
（石狮站）明天开锣
镇中路（南环路—八七路）昨铺中层沥青
预计本月 20 日铺面层沥青，
道路打通通车在即

本报讯 镇中路（南环
路—八七路）也快要能通
车了！记者12月6日在施
工现场看到，主体路面已经开
始铺设中层沥青。城建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天再抓紧一
下，中层沥青可全部到位并进
入人行道透水砖的铺设。预计

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年”活动
到本月20日左右即可铺设面层
沥青，道路竣工通车在即。
现状的镇中路，北向已通
畅，南向止于九二路，待这段约
1.32公里的梗阻打通后，整条镇

中路将南连晋南乡镇、服
装城商圈，中部贯通镇中
路一二期童装商贸区，北
接城西北居住集中区。通车
后，除了更好地疏导交通外，对
老城区的发展也是一大助益。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通
讯员 吴旭旭）

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建设文明宜居石狮
文明之风持之以恒，无疑
是群众欢迎的。为了让文明
之风永驻石狮，我市以全国文
明城市建设为契机，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真正让文明城市建设的
成果与群众共享，使石狮成为一座
文明而有温度的宜居宜业城市。
众所周知，占道经营一直都
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要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就一定要解决好占道
经营这个城市病。
就在今年5月份，对占道经
营“老大难”——金相路的专项
整治，被纳入了灵秀镇创城“百
日会战”的第一战，举众之力给
予破解，这也是我市实行城管重

我在新时代 共建文明城
心下移改革、加强基层一线执法
力量带来的可喜成果。
改革一年多来，各镇（街道）城
管办按照下放事项职能，结合辖区
实际，探索了自聘人员、购买服务两
种队伍组建模式。在市城管委的领
导和市城管局的指导下，积极开展
以占道经营为重点的市容景观综合
治理工作。城市面貌更优美，生活
环境更加整洁，经过逐年整治提升，
如今的城市在细节上较五年前有了
明显的提升进步，城市的宜居度可
以说真正地“提档升级”了。

仍以金相路为例，记者了
解到，有关部门对占道经营、
市场外溢、露天烧烤、流动摊
点等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
行逐项排查、逐一解决，让长期盘
踞在金相路占道经营的现象得以
在短时间内得到强有力的打击。
但要真正打破“整治——反弹”的
循环怪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无
疑是关键。今年7月，又一监管的
得力助手“天眼语音监控”系统率
先在灵秀投入使用，路面的违法占
道、乱扔垃圾、乱贴乱画等违章现
象将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指挥
中心工作人员即可通过语音系
统进行远程劝导。 （下转七版）

本报讯 全国啦啦操联赛（石狮站）暨石狮市“锦峰杯”
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筹备工作协调会昨日上午举行。市
政府副市长李斌，以及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悉，全国啦啦操联赛（石狮站）暨石狮市“锦峰杯”
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将于12月8日至10日在我市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78所学校105
支代表队1500多人参加全国联赛，以及石狮本地26支代
表队650人参加市赛。目前，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李斌要求，要提高认识，强化领导，增强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做到精心策划，认真组织，科学安排，确保各
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要各司其职，狠抓落实，相关单
位应根据活动安排，结合各自职能，进一步细化工作，
加强沟通联络，密切配合，确保各项筹备工作及时有
效，整体工作安全有序。要加强宣传，打造品牌，利用
各种宣传媒介，对赛事进行有深度、全方位、有影响力
的报道，营造良好的赛事氛围。 （记者 许小雄）

数十位石狮籍乡亲出席省侨代会
本报讯 12月6日上午，福建省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在福州举行，数十名石狮籍乡亲及代表出席大会。
出席大会的石狮籍乡亲及代表包括：港澳顾问：李贤
义、邱季端、姚志胜、王正伟；海外顾问：董尚真、卢祖荫、林
玉燕、邱天祝、姚志远、蔡汉源。代表：施养谊、施永周、邱
国庆、洪安娜、蔡清波、蔡青峰、佘圣尧、姚道锡、蔡绍为、邱
建益；港澳界：佘德聪、张志猛、李木理、何萍萍、许莉莉；特
邀：王则昌、许明智；海外委员：洪及祥、林嘉南、蔡孝兴、蔡
国伟、蔡清票、侯泽钦、王荣忠、林志农、黄其博、吴旭波。
会上，泰国石狮同乡总会暨泰国石狮总商会、菲律
宾乐善堂慈善基金会荣获“支持侨联公益事业贡献
奖”，石狮市侨联副主席施永周先生获得“2013-2017
年度福建省侨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吴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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