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13日下

午，备受各界关注的通达

智能硬件制造项目（三期）

工程建设工地呈现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130余名施工人员奋战在

各个工序上，紧张有序地施工。在

蚶江镇强有力推动下，占地72亩、

总投资3亿元的通达智能硬件制

造项目（三期）工程按时序扎实推

进。目前，该项目已经全面完成厂

房基础工程，现在正进行厂房框架

钢结构地柱的预埋以及

厂房围墙的打桩工作。

预计再过20天，该项目

将全面完成19600多平方米地柱

预埋施工。图为项目施工现场
（记者 兰良增 颜华杰 通讯

员 邱泽群）

通达智能硬件三期工程有序推进
扎实推进“实业项目落地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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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

组成部门设为26个 旅游
8版 点点滴滴 停车体现人格

整整齐齐 文明树立新风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 宣

“这次多亏了你

们的帮忙，要不然我

们也不可能顺利完成

迁移工作，真是太谢

谢你们了。”3月12日，

鸿山热电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将一面写有“真诚服务 热情高效”锦旗送到

石狮市供电公司，感谢供电公司在其供热管道移位工

作中提供的优质服务。

原来，春节期间，鸿山热电有限公司为配合市政

工程锦蚶路的改造工作，需要对部分供热管道进行架

空改直埋的移位工作。因该路道的施工、吊装工作与

周边供电线路距离较近，需要公司进行停送电操作。

在得知他们的工作需求后，石狮市供电公司积极配

合，放弃春节休假时间多次进行停送电操作，并在施

工期间旁路监督确保施工作业安全，有效保障了鸿山

热电施工项目顺利进行。为表示感谢，鸿山热电有限

公司特意上门送锦旗致谢。

近年来，石狮市供电公司切实履行服务承诺，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广大用电客户创造良好的用电环

境，赢得客户的高度赞誉。 （胡玲）

35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石狮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3�15系列活动
消费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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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优惠券消费遇阻 经调解商家兑现承诺
【案情介绍】2017年12月30

日，消费者郭女士看到某外卖网

上某品牌海鲜米线店发布的“此

券原价72元，抢购价14.8元，套餐

内包含米线4份”的广告语后，以

14.8元的价格抢购团购券。消费

者使用此券消费时，经营者以信

息刊登错误为由拒绝提供服务，

声称14.8元只能购买1份米线。

消费者遂于2018年1月7日向石

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要求

经营者按照广告承诺的内容提供

商品。

【调解结果】经查，消费者反
映的情况属实。经营者辩称，

“原价72元，抢购价14.8元，套

餐内包含米线4份”是工作人员

书写错误所致，因此拒绝消费

者用14.8元的消费券消费4份

米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经

营者发布的广告内容属于要

约，消费者购买消费券的行为

属于真实意思表示下与经营者

订立合约，经营者应当按照约

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

的行为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

要求经营者履行合同约定。

本案是一起通过网络平台

购买外卖服务，经营者单方面不

履行约定的典型案例。经调解，

消费争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经

营者按照广告宣称内容向消费

者提供服务，即消费者持消费

券，享受经营者提供4份米线的

服务。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卢小灵）

供电公司优质服务
暖人心获赠锦旗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法草

案的说明、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

2962人，缺席18人，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

建国作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李

建国说，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

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坚持和加强党对

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

求；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

践经验，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

坚强法治保障的现实需要；是坚持党

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

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制之举；是加

强宪法实施，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李建国说，监察法立法工作遵

循以下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与宪法修改保

持一致；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四是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李建国说，监察法草案共分9

章，包括总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

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

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

监察人员的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

共69条。包括7个方面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领

导体制；二是明确监察工作的原则

和方针；三是明确监察委员会的产

生和职责；四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五是

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六是严

格规范监察程序；七是加强对监察

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审议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指出，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

确要求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将

其中涉及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容提

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现将根据《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形成的《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王勇

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

明。王勇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

具体内容如下，一是关于国务院组成

部门调整，组建自然资源部，组建生

态环境部，组建农业农村部，组建文

化和旅游部，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应急

管理部，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重新

组建司法部，优化水利部职责，优化

审计署职责，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

局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二是关于国

务院其他机构调整，组建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

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组

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新组建国家

知识产权局，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隶属关系，改革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 （下转二版）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听取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8.夫妻共有不动产的加名、
减名、份额变更等相关登记有无
时间界限？

没有时间限制。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醒大家，在新规实行后，

应该针对家庭实际情况作出合理

安排，确有必要的，可以有序到不

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相关登记。

9.不动产有贷款能不能办
理加名、减名以及份额变更登
记？

不动产因有贷款已办理抵

押登记的，如需办理有关登记应

取得抵押权人的同意，并由抵押

权人协助办理相关登记。

10.离婚后如何办理不动产

转移（不动产更名）登记?
离婚时，双方约定房屋为

另一方所有、双方共有或约定

其他处置方式的，应由双方持

身份证明、离婚证明、关于不动

产处置约定的协议书、不动产

权属证书、房地产转移涉税证

明等资料，向不动产登记机构

共同申请办理因离婚而产生的

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如有一

方不配合共同申请登记的，当

事人可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

请，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

持明确载明不动产处置方式的

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可以单方申

请办理转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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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国土规划和房产管理局

石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夫妻共有不动产实名登记
和不动产登记不再审核婚姻证明”
有关问题的解答（三）

本报讯 昨日，灵秀镇召开
大会，对该镇2017年纳税优秀

企业、诚信商户和优秀企业员工

进行表彰。石狮市领导林振海、

许赞成、陈东华出席会议。

会议对石狮世茂新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喜盈盈

（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等

88家纳税超百万元的企业进

行表彰；对我答答、联邦三禾

等72家诚信商户，对钱玲等30

名优秀企业员工，对该镇获评

“中国淘宝村”的11个村级单

位进行了表彰。会上还部署

2018年招商工作，印发2018年

灵秀镇惠企政策汇编以及招

商手册。

据悉，去年来，灵秀镇党

委、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

形势和发展新常态的变化，统

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干部群

众，奋发作为、开拓进取，全镇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党的建

设取得了较好成效，全年各项

经济指标均实现正增长，经济

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综合实力

千强镇”第86位，并荣获“全国

文明村镇”金字招牌。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傅毓丽）

灵秀表彰88家
纳税超百万元企业

本报讯 3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朱启平带领市有

关部门负责人，调研我市教育工作，先后察看了厦门

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鹏翔幼稚培育中心、华侨中学、

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并举行座谈会，听取市教育局负

责人的工作情况汇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林希妍，

市政府副市长李斌参加调研。

“校园环境优越，办学质量也要上乘。要坚定不

移地把学校办成泉州市乃至全省一流的学校，让石狮

人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创办

这所学校的根本目的和最大收获。”朱启平在察看厦

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时表示。厦门外国语学校石

狮分校依托厦门外国语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教

学质量同步管理，无缝对接，办学一年半来，教育教学

成绩和各级各类竞赛成绩优异，截至目前，已有3人取

得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朱启平指出，

要根据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

学生的兴趣特长，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作为“省级示范幼儿园”，鹏翔幼稚培育中心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创办普惠性幼儿园的号召，减少班

生规模，降低收费标准，便利周边幼儿入学。朱启平

察看了中心办学条件，对中心办学成效给予肯定。他

要求，要研究出台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的政策，扶持

有基础、有规模的民办园发展壮大。

华侨中学去年秋季与山东271教育集团联合办

学，通过植入271教育集团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管

理模式，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教育教学新路。朱启平

边听取介绍边走进课堂，参观271教学模式，感受浓浓

的课堂学习氛围。他指出，271模式把学生的学习个

体变成一个小集体，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参与性，提高了思考能力。要坚定改革信心，边实

践边总结，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效。

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放学后，学校仍是一片欢

乐的海洋，学生有的在操场打篮球、跑步，有的在教室

里画画、练书法，有的在休息室里看书，有的在专用教

室里学烹饪。据悉，该校积极对四点半课后服务进行

有益尝试，有效地解决家长无法及时接送孩子的问

题，受到家长们的欢迎。 （下转四版）

优化结构提升质量
加快建设教育现代化

朱启平带队调研我市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