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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川某基地官兵
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成都2月12日电 中华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某基地发射 平点头称赞。不远处的二号发射 的官兵一一握手，同科技人员亲切
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 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场。他一下车，就前往发射工位。 工位已执行数十次发射任务，按计 交谈，详细询问每名同志的科研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伫立，十分壮 划将于近日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作和生活情况。听到大家扎根山
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来到驻四川 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加 观。习近平边听介绍，边看发射场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 沟、献身航天，取得多项发明专利，
部队某基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 快创新发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 布局说明图，详细了解发射场结构 张有序地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北 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光。习近平
厂房，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 务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功能，不时询问有关问题。工作人 斗三号卫星发射任务准备情况，特 了解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叮嘱大
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 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功能齐全，可 意来到这里看望大家。看到习主 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确保
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
2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 以发射多种型号火箭和航天器，创 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全体起立， 万无一失。
（下转六版）
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风送暖，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 造了我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习近 报以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工位上

齐心协力推进石狮高质量发展
朱启平黄春辉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石狮市新春团拜会

本报讯 2月12日上午，石狮
市新春团拜会举行。市委书记朱
启平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春
辉主持仪式。上官跃进、林自育、
庄玉海、林天虎、林振海、陈元生、
张鸰翔、林希妍、陈拥军、陈宏等
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市法
院、市检察院、驻军部队、市直单
位、各镇（街道）、高新区、上级驻
石单位的负责人，市援疆干部，市
党风廉政监督员、效能建设监督
员代表，市工商联、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闽南理工学院、泉州纺
织服装学院、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鹏山工贸学校、各市直学校的主

要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宗教界、
劳模、专家学者、优秀人才，港澳
台侨胞、荣誉市民、道德模范、志
愿者的代表，各行业协会、同业公
会会长，驻石新闻媒体负责人等
参加座谈会。
朱启平首先代表市四套班
子，向各位来宾，向全市人民，向
所有关心支持石狮发展的海内外
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
新春祝福！朱启平表示，过去一
年，全市上下团结一心、拼搏奋
进，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亮点纷
呈。石狮以全省第一的优秀成绩
被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城市发

展迈入了更高层次；经济综合实
力保持全国中小城市百强第 16
位，全年实现GDP772.7亿元，新
增产值亿元企业12家；大力改善
实业环境，实业发展基础更加扎
实，全年签约项目数量位居泉州
市首位，新落地产业项目27个，
不仅稳住了纺织服装产业，更积
极培育了智能制造、海洋食品、港
口物流等新兴产业，引进落地总
投资300亿元的佳龙文旅重大战
略性项目；城市发展格局正在发
生重大变化，福厦高铁、共富路等
同城化交通网加快编织，环湾湿
地公园、红塔湾海岸公园等一批

海岸带项目加快建设，峡谷旅游
路建设完工，“山海城”景观轴线
基本形成；改革活力持续释放，市
属国有企业实体化、染整集控区
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
进，推动项目建设、区域经济发展
的载体和抓手初步形成；城市环
境更加宜居宜业，加快补齐教育、
卫生与健康、养老和城乡民生基
础设施等领域短板，社会保持安
定稳定，荣获全省平安县；党风政
风持续提升，巡察、派驻、监察“三
位一体”监督体系初步建立。我
们的干部很有干劲，夜以继日奋
战在项目一线；我们的企业家很

有激情，积极响应回归工程，主动
和政府互动，共同创造石狮美好
明天，全市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
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随着一批
实业项目、商贸平台、城建项目和
民生社会事业项目的引进建设，
石狮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
朱启平指出，2018年，我们迎
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和石狮建
市30周年。站在新时代的起点
上，石狮正处在推进发展格局、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的攻
坚期，实现经济发展“高素质”和
生态环境“高颜值”的美好愿景是
共同的奋斗目标。 （下转二版）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人民群众服
务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市
领导感谢这些单位过去一年为石
狮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感
谢广大员工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

位，希望他们继续履行好各自的
职责，保障各项工作安全有序，保
证广大群众过个幸福祥和年。
（记者 林富榕 康清辉 洪诗
桂 许长财）

市领导慰问坚守岗位干部职工
本报讯 2月12日上午，市领
导陈元生、林希妍、施汉杰、张汉
杰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兵分多
路，分组走访慰问我市节日坚守
岗位的干部职工，对他们一年来

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他们送去新春的美
好祝愿和亲切问候。
当天，市领导一行分别来到市
委值班室、机要局、市政府总值班

室、石狮广播电视台、石狮日报社、
中国石狮网、市园林环卫管理处、
华侨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详
细了解各单位春节期间工作安排、
人员配置、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向

为母校点赞
值得点赞？广大市民
可拿出手机使用微信
扫描文中的二维码，或
通过石狮日报微信公
众号，进入投票页面，
观看全市77个中、小学
校的视频展示，同时为
你心中的最美校园投票。参与
者每天只能为一个学校投一票，
同时每次可投多家学校。活动
时间截至 2018年 3月 16日 18
时。
本次活动由石狮日报社、福
建省影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
办，石狮郎客你好承办，石狮国
宾壹号院协办。（记者 林本鸣）

市卫监所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本报讯 近几年来，随着生
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微创美容整
形悄然兴起。石狮市卫计局卫
生监督所为防微杜渐，主动作
为，在辖区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
容专项行动。
近期，石狮市卫计局卫生监
督所接群众投诉举报，位于石狮
市九二路某美容店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医疗美
容许可项目”，就擅自为他人开
展医疗美容服务项目。该美容
店擅自为他人开展割双眼皮手
术，并造成患者双眼皮的伤口化
脓等不适。卫生监督所对其美
容店进行立案查处。
市卫监所提醒广大消费者，要
提高防范意识，了解正确美容常识，
做医疗美容必须选择正规医学美
容机构，任何生活美容院（店）均不
能开展假体植入术、吸脂隆鼻、去眼
袋、切割双眼皮、注射丰胸、吸脂、药
物及手术减肥术等医学美容。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张奕群）

本报地址:石狮市学府路（362700） 邮发代号33-53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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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普京
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2日
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客机坠
毁，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难。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所有遇难
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
诚挚的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斯总理梅
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朱启平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委
办机关党支部第一党小组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 2月12日下午，市委办公室机关党支部
第一党小组组织生活会举行，市委书记朱启平以普通
党员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市委办机关党支部第一党小组与会党员对
照党章要求，围绕政治功能强不强、“四个意识”牢不
牢、“四个自信”有没有、工作作风实不实、发挥作用好
不好、自我要求严不严，以及组织生活制度是否严肃
认真，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是否严格
遵守等深入查摆具体问题，坦诚相见，实事求是地逐
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朱启平指出，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综合协调办事机
构，在全市工作大局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重要的地位，
一定要积极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真正成为市委的
“指挥中心”和“信息中心”；办公室干部要严守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始终保持高
昂的精神状态，真正做到细之又细、实之又实、严之又
严，不出丝毫闪失和半点漏洞，为市委统揽全局、协调
各方提供高效服务。
（记者 许小雄）

部署 2018 年食品药品工作
本报讯 2月12日下午，泉州市召开2018年泉州
市食安委全体成员会议暨泉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工作视频会议，总结回顾2017年食品药品工作，部署
2018年工作。石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宏在石狮分会
场参加会议。
会议对过去一年食品安全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
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从站位大局、强化
责任意识，助推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水平，回应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化保障推进服务等方面，对
2018年食品安全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提出了要
求，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细化各项工作任务，
责任到岗到人，狠抓落实。
（记者 林本鸣）

“美丽校园大家看”
活动开启

本报讯 2018年是
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石狮建市 30周年。为
了全面反映我市校园
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
展示校园建设的美丽
风貌，回顾热心教育人
士的突出贡献，吸引更多的石狮
人民关注教育事业，发动更多的
华侨和社会各界贤达继续捐助
教育事业，推动我市教育事业进
一步发展，即日起，石狮日报社、
福建省影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决定在全市举办“石狮市美丽校
园大家看”网络视频展示活动。
在你心中，石狮哪些校园最

气象信息查询
天气咨询电话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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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制天气预报，3元/月

国家民委一行莅石调研

石狮城管换装穿上
“执法蓝”
本报讯 城市管理执法人
员今后将“头顶国徽、佩戴徽
章”，以崭新形象依法履行城市
管理执法职责，全新的“执法
蓝”也展现出这支队伍的新形
象、新面貌。昨日下午，我市举
行城管执法队伍换装仪式，全
市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换上了全
国统一的新式制服，在国旗前
宣誓。市政府副市长施汉杰参
加换装仪式。
新制服颜色为藏青色及天
空蓝色，制式服装及标志标识
文字统一使用“城市管理执法”
字样，表明着装队伍身份。标
志标识设计方面，采用了国徽、

加强城市管理
共建美丽石狮

聚焦城管体制改革
主办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

人字飘带、盾牌、牡丹花、橄榄
枝等元素。国徽象征国家，以
飘带组成“人”字代表人民；盾
牌象征依法行政；牡丹花和橄
榄枝组成装饰图案，表示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衣服上的5朵牡
丹花，代表构建权责明晰、服务
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
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服装
功能主要考虑适应行政执法工

作场所多在户外、街头的实际，
便于执勤活动。
施汉杰指出，城管执法人
员统一换装，是深入推进城市
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
工作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依法
行政、加强队伍建设、树立城管
良好形象的迫切需要。希望通
过统一服装制式，进一步推进
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建设一支
管理精细化、执法规范化、服务
人性化的城管队伍，不断创新
举措、主动作为，精细治理、提
高品质，更好地为城市发展和
民生服务。
（记者 吴汉松 谢艳 颜华杰）

本报讯 近日，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周文京处长
一行到我市，就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妇女儿童工作、
老龄工作、残疾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省民宗厅
和泉州市、石狮市民宗局有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中，周文京来到永宁镇郭坑回族村，与当地
村镇干部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近年来郭坑村在扶
贫帮困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取得的成效，以及在扶
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急需上级解决的问题，并就扶
贫款的拨付与使用等问题同与会人员进行交流探
讨。随后，周文京一行还参观了郭坑村“生态文化
园”“素质教育基地”。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赵轶）

我市开展节前专利执法
本报讯 春节一天天临近，市场迎来消费高峰。
为净化市场环境，确保节日消费安全，2月12日上午，
石狮市专利行政执法大队开展节前专利执法，打击市
场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本次行动重点对我市部分大型商超进行检查，对
日用百货、日用快消品、儿童玩具等商品进行了抽查，
未发现有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通过执法，也督促商家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商品的知识
产权管理，严把进货关，杜绝专利侵权商品、假冒伪劣
商品进入市场。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王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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