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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总工会获悉，为推进我市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倡导健康、文明、俭朴、和谐

的婚姻新风尚，石狮市第五届文明集体婚礼将于10

月下旬举办，现工会面向社会征集百名新人，只要有

一方为石狮在职职工，无论本市或外地人员均可报名

免费参加，报名时间为8月10日~9月20日。

记者了解到，个人报名只需持结婚证书原件和复

印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结婚登记照一张，到

石狮市职工活动中心报名。集体报名可持上述证件

向所在单位工会报名，由该单位工会向石狮各镇（街

道）总工会、市直各系统工会集体报名。为使本次文

明集体婚礼办得简朴节约而又隆重热烈, 市总工会

也欢迎广大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提出好的想法和意

见建议。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关心关爱职工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市总工会等相关部门通过每月

开展联谊活动、每年举办集体婚礼，致力于打造“缘

在工会”职工婚恋服务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

风。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王阿沙）

本报讯 8月8日下午，石狮市政协委

员灵秀活动组在市政协委员之家召开

2018年第三季度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围

绕“助力创新转型、促进实业强市”以及推

进石狮人才、人口、人气聚集建设等主题

展开讨论，并结合灵秀镇实际，围绕当前

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市政协副主

席陈东华出席活动。

据悉，近段时间以来，政协委员灵秀

活动组深入开展调研活动，就推进石狮

人才、人口、人气聚集建设的主题，深入

相关镇区、产业园区以及专业市场等进

行实地走访，广泛听取并搜集各方意

见。下一步，政协委员灵秀活动组将继

续深入开展收集、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组

织开展走访调研活动，积极推进石狮人

才、人口、人气聚集建设，建言献策，并形

成报告，全力服务石狮经济社会发展等。

（记者 王文豪）

本报讯 8月9日上午，石狮市召开加

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开展“村霸”问题

整治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

德才，市政府副市长张汉杰，市委组织部

和社会工作部、各镇（街道）有关负责同

志，市直单位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参加会

议。

会上传达了泉州市加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开展“村霸”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

精神。

杨德才对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开

展“村霸”问题整治工作进行了布置安排，

并强调四点意见：一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村

霸”问题整治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扫黑除

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有效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确保农村和谐稳定；二要深入开展“村

霸”排查整治，组织力量对“村霸”问题、宗

族恶势力等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并注

意区分“村霸”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严格落实村（居）委会

成员候选人资格市直职能部门联审制度，

坚决防止“村霸”、涉黑涉恶人员进入“两

委”班子；三要扎实推进软弱涣散村整顿

工作，组织对8个软弱涣散农村党组织的

整顿情况进行“回头看”，防止出现反弹回

潮，坚持动态调整，有针对性地开展整顿

工作，逐一抓好软弱涣散党组织整改落

实；四要着力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建立健

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和村

务监督机制，加强村党组织对老年协会的

领导指导，发挥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积

极作用，有效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

理的政治功能，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机制创

新。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陈晓霞）

本报讯 8月9日上午，石狮市召开全市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庄玉海，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杨德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赞成，市政府副市

长张汉杰，市纪委监委、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各镇（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了泉州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推进

会精神。凤里街道、宝盖镇、蚶江镇、永宁镇分别围绕

如何抓好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表态发言。

庄玉海就进一步推进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强调四点意见：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思想

认识。深刻认识村（居）委会换届选举的重要性、复杂

性和紧迫性，站位全局，提高认识，切实把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当成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作为一场战役来

打。二要紧盯重点难点，进一步做细各项工作。村

（居）委会换届选举即将进入关键的候选人推荐提名、

班子协商调配、资格审查等环节，要讲究工作方法，坚

持问题导向，严格程序步骤，从严把关人选，逐一过细

关键环节，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成熟一个、选

举一个、成功一个。三要严明纪律规矩，进一步严肃

换届风气。持续加强宣传引导，抓好竞职人员、党员

群众、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加大监督防范力度，并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加大对破坏换届选举秩序

等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换

届环境。四要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换届责任。

落实好镇（街道）党（工）委主体责任以及部门职责分

工，推动各方块力量下沉到选举一线，强化督促检查

和责任追究，协同发力，确保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圆满完成。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陈晓霞）

本报讯 我市家庭过期药

品定点回收已正式启动，全市7

个过期药品回收点同步启动，

市民可将过期、失效的药品，

送至回收点。8月9日上午9

点多，记者在人民路协和医药

有限公司看到，已有市民带着

过期药品投递到回收箱，现场

只需登记过期药品的相关信

息即可。对于收集到的过期

药品，市场监管部门将集中销

毁。

生活中，感冒药、止泻药、

止痛片等药品，是很多家庭的

常备药，还有些慢性病用药，常

年吃，常年囤……久而久之，过

期失效药成灾成了很多家庭的

普遍现象，但大多数人并不清

楚有哪些正确的处理渠道。

事实上，过期药品不能再

用，也不能一扔了之。记者从

石狮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过

期药品如果被当成普通垃圾来

处理，其中的有害成分会渗透

到土壤和水分中，对环境造成

一定污染。如果流入地下市

场，则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回收

再加工，危害公共安全与健康。

为解决以往居民家庭过期

失效药品无人回收、无人管理

的问题，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首次试行过期药品定点回

收，并已初步选定7家药品零

售企业，作为家庭过期失效药

品回收点。

其中，凤里回收点位于:联

康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石狮镇中

路分店；湖滨有两处回收点，分

别位于人民路协和医药有限公

司和八七路福鼎寿大药店有限

责任公司；蚶江回收点位于联

康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石狮蚶江

分店；永宁回收点位于康佰家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石狮永宁

分店；祥芝回收点位于永春东

南堂药业有限公司大堡分公

司；锦尚回收点位于永记医药

有限公司锦尚分公司。

“我们鼓励居民自觉清理

家庭储备药品，希望通过药品

回收行动，使公众了解合理配

备家庭用药和科学储存药品的

方法，提高公众对使用过期药

品和随意丢弃过期药品造成危

害的认识，共同防止过期药品

流向社会或随意丢弃污染环

境。”市场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

表示。

（记者 谢艳 见习记者 李

荣鑫 通讯员 陈雅萍）

本报讯 8月9日上午，市政协副主席丁东福带领

石狮市政协提案法制委部分成员，开展街道社区养老

工作视察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在建的湖滨街道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以及运营中的宝盖镇仑后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实地察看项目的建设和日常

运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

通报重点提案《关于在我市街道社区建立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的建议》的办理情况，提案人和与会委员提出

意见建议。

据了解，石狮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有4.8万人左

右，养老问题作为本年度石狮市政协五个重点提案之

一，也是市政府补短板工作的重点。2017年以来，石

狮市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石狮市2017-2020年补齐

养老事业短板工作方案》《石狮市养老事业补短板任

务分解表（2017-2020）》，并于2018年初印发《石狮市

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奖励补助标准》，重点对非营利民

办养老机构、镇（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困难老年

人制定了奖励补助措施。目前，我市各项养老项目正

有序推进，湖滨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已完成招标并

进入装修阶段，凤里街道的养老服务项目已完成选

址，正加紧办理各项手续。

丁东福就进一步推进我市养老事业建议，一要实

事求是，需求多大，就做多大；二是养老要有针对性，

市、镇、村级要根据不同实际不同层次，有所侧重，有

所区分；三是场地设置要安全、规范和便利。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叶立锋）

关注村级组织换届�新气象新作为

石狮召开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

石狮部署推进
“村霸”问题整治工作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石狮第五届文明集体婚礼
征集百名新人

本报讯 8月9日上午9

时，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

登陆赛接力赛继续展开第二

轮激烈角逐，来自伊朗、委内

瑞拉2个国家共6个车组依次

接力完成8公里地段驾驶、通

过障碍及车载武器射击等比

赛课目。结合8日第一轮比

赛成绩，中国队以1小时08分

56秒的成绩夺得接力赛团体

第一名。

至此，国际军事比赛—

2018海上登陆赛完成全部项

目比赛。赛后，裁判委员会召

开了裁判会议，结合三个阶段

比赛成绩、排名与积分情况，

最终确定中国队夺得海上登

陆赛团体冠军，俄罗斯、委内

瑞拉参赛队分获团体亚军及

季军。各外军参赛队对我方

的赛事组织能力及裁决评判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认可，

对比赛成绩一致认同并签署

了会议纪要。

据了解，8月11日上午9

时，将在石狮将军山组织闭幕

式。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将

安排军事表演、文艺表演和颁

奖仪式。

（记者 张军璞 康清辉

颜华杰 通讯员 吴浩宇 邱宏

理）

本报讯 今年来，我市大力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采取多种方式、

多项措施进行大招商、招大商，积

极培育经济增长点，增强发展后

劲，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1至6

月，共洽谈落地项目75个，总投

资445亿元；另有42个项目正在

洽谈中。

据悉，今年来，我市以开展

“实业项目落地年”活动为抓手，

加大招商选资和项目落地力度，

力争引进和落地亿元以上规模的

产业项目100个以上，突破大项

目投资。为推动工作目标的实

现，我市专门成立由市委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

领导任成员的石狮市实业项目落

地年活动领导小组，全力抓好实

业项目落地年活动。同时，注重

项目实效，将围绕纺织服装、智能

制造、海洋产业等三大制造业和

市场升级、港口物流、旅游产业等

三大现代服务业，谋划、对接一批

项目，建立招商项目库；统一招商

政策，税收贡献大或战略性高科

技项目，采取“一事一议”，促进项

目尽快落地。

我市还主动“走出去、请进

来”，面向大型国企、民企、外企，

先后到湖南、四川、北京、上海、深

圳、东莞、厦门等省内外各地开展

招商50多次，主动对接佳龙文

旅、建新轮胎、佳龙新材料、通达

四期等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

项目。依托我市工业企业，做好

“二产引三产”文章，去年来先后

引进和安、卡宾狮子湾、普洛斯、

安通、东南冷链等现代物流项目，

总投资47.6亿元；引进禾禾沂家

等影视产业基地，新增影视文化

企业25家，目前已有18部影视剧

在我市开机拍摄。坚持亲情招

商，充分发挥我市侨亲众多的优

势，实施回归工程，建立乡贤库，

积极走访联络，推动在外乡贤回

乡投资兴业，通过举办首届“一带

一路”华裔青商合作峰会、海内外

乡亲座谈会暨招商推介会，签约

了佳龙PTA转产PIA改造项目、

杨孙西服饰展览馆、伊妮斯一体

化工厂、青创城网批中心二期、泉

州港航运中心、永宁万佳酒店、长

发水产冷冻加工、晨光高科技环

保纱生产等项目。

我市还采取多项举措，做好

项目落地建设要素保障工作。用

地保障方面，大力盘活闲置土地、

闲置厂房等资源，目前已盘活闲

置厂房75万平方米，完成土地整

理2000亩、正在整理4000亩；上

半年完成工业供地10宗1253.6

亩，超过去年全年供地总数。加

大安征迁工作力度，上半年完成

征地7964亩、征迁房屋52.2万平

方米、迁墓1.1万座。审批服务方

面，开通了绿色通道，凡涉及项目

的审批事项一律实行“绿色通道+

容缺预审”服务，执行“绿色通道”

审批时限压缩50%；提供精准服

务，已列入我市重点建设项目，根

据项目投资主体、建设性质、工程

进展等情况进行分类管理，实行

不同的服务，切实提高重点项目

的审批效率。 （记者 许小雄）

石狮上半年洽谈落地项目75个
总投资达445亿元

扎实开展“实业项目落地年”活动

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完成全部项目比赛

中国队荣获团体冠军

石狮设7个过期药品回收点
政协委员灵秀活动组
组织专题调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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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协视察调研
街道社区养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