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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查封
3台“带病”电梯

本报讯 我

市持续加强电

梯安全专项整

治。国庆节期

间，石狮市市场

监管局要求各

电梯使用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对作业人员配

备、定期检验、日常维护、设备档案管理等方

面进行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消

除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合格电梯

将予以查封，坚决杜绝电梯带病运行，预防

事故发生。

近日，业务股室、辖区所、检验单位三级

联动，对3台检验不合格和未办理注册登记

的电梯采取查封措施，倒逼使用单位落实主

体责任，及时进行整改。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张孝强）

石狮法院开展进村入户“拉网式”专项执行行动
本报讯 今年是决战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收官之年，

今年5月，石狮法院启动“近百

村结千案”的拉网式专项执行

行动。日前，专项行动已成功

收官，石狮法院累计执结执行

案件3180件，执行到位金额达

3.73亿余元。其中主动履行

705件，主动履行到位金额达

8474.35万元；和解542件，和

解金额达9782.28万元，执行

效果显著。

据了解，在行动期间，石

狮法院坚持每周一期的破晓

行动，集中部署执行警力，采

取“1个党组成员+1个法官+N

个法警”的模式突击各个社

区、村镇，查找失信被执行人

的下落，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强

制拘留，迫使部分被执行人主

动履行还款义务。拉网式专

项行动至今共开展了12期破

晓行动，累计拘传181名被执

行人。

石狮法院领导班子成员

秉承“近百村结千案”的执行

理念，亲自挂钩一至两个镇

（街道），频繁地走访每个村

居，通过先期的走访调查工

作，研判出一批履行能力不

足、有和解意愿且有相对解

决条件的案件。联合人大代

表、人民调解员、党代表等一

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多渠道

组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进行

沟通协商，促成此类案件的

和解。此次专项行动共促成

542起执行案件的双方当事

人达成和解，涉及金额达

9782.28万元。

为在全社会形成解决“执

行难”的强大舆论声势，石狮

法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六进”工作，充

分调动各方力量，在人流密集

的影院、酒店、闹市、车站、社

区村道上张贴海报、宣传标

语、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并协商电信、移动、联通公司

发送公益提醒彩铃，对失信

被执行人予以全方位曝光。

同时召集社会力量共同查找

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

并对成功举报者予以一定比

例的奖金悬赏。此举不仅能

起到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法律义务的效果，还能在全社

会宣扬构建诚信社会理念，动

用全社会的力量共治失信行

为。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蔡芳艺）

本报讯 我市今年计划投资1.7亿元推

进城乡配电网建设改造，确保电力供应，助

力“创新转型、实业强市”战略。

据悉，近年来，我市围绕全域城市化综

合改革，促进城乡电网规划与城市规划有

效衔接，实现“手拉手”一体联动这一目标，

继续加大电网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电网

建设步伐，不断完善城乡电网。今年，我市

计划投资17360万元，实施2个项目，推进

全市城乡配电网建设改造。这2个项目一

个是续建锦尚110kV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鸿山110kV输变电工程等110kV工程，新增

110kV变电容量17.6万千伏安，线路长度

8.1公里。另一个是完善配电网架结构，新

建及改造10kV线路83.769公里，新建及改

造配变29台，新增配电容量1.43万千伏安。

（记者 许小雄）

石狮推进食品安全“一品一码”信息追溯
本报讯 我市日前出台六条

激励措施，推进食品安全“一品一

码”信息追溯工作。这是记者从

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这六条激励推进措施为：

无偿提供相关业务培训与咨

询指导服务。通过网络提供操作

培训教程或举办专题培训班，指

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熟悉电子台账

使用管理、追溯数据录入与上传

管理等基本技能；确定食品安全

“一品一码”信息追溯管理专员，

利用咨询热线及时为食品生产经

营者提供咨询答疑。

无偿提供食品安全检验与风

险数据分析。通过采集的联系电

子邮箱或微信平台等方式，适时

向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发送食品

安全抽检监测数据与分析报告，提

供生产经营指引与参考信息，帮助

生产经营者及时了解食品风险、防

范风险，提升风险化解能力。

企业风险等级降级和日常监

督检查降频。实行食品安全“一

品一码”信息追溯管理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追溯体系正常运行并

及时上传数据持续三个月以上

的，辖区食药监管所主动将其企

业风险等级调低一级，相应减少

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优化办理许可事项服务。实

行食品安全“一品一码”信息追溯

管理的企业办理许可相关业务实

行预约服务和绿色通道服务，并

提供全程咨询指导。

企业特别标识与宣传弘扬。

对实行食品安全“一品一码”信息

追溯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市

场监管部门的市场主体信息系统

中进行特别标识的，在公众查询

企业信息时予以突出显示或标

注。根据省食药监管局追溯体系

达标评价规范，优先选送管理先

进、诚信经营的达标企业，向省食

药监管局推荐在省政府部门网站

或其他省级新闻媒体上发布“红

名单”，引导团体消费单位和广大

消费者优先采购达标企业生产经

营的食品。争取财政专项经费支

持，对达标企业给予食品安全快

速检测试剂（试纸）等实物定量补

贴或奖励。对食盐生产经营者追

溯体系正常运行并及时上传数据

持续三个月以上的，提请中盐协

会将其作为行业信用示范创建单

位，给予重点宣传推荐。对达标

追溯企业开展形象宣传或履行社

会责任、参与社会共治活动有关

需求的，监管部门可在日常工作

中适当予以支持。

履行信息追溯管理义务可免

以处罚。实行食品安全“一品一

码”信息追溯管理的食品（食用农

产品）经营者，按要求及时上传追

溯信息至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平台生成相关电子凭证，且所上

传信息真实能够实现有效追溯，

可视为已经履行同一批次追溯食

品进货查验的义务，在办理其涉

嫌经营不合格食品（食用农产品）

等案件过程中，可适用《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和《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免予处罚。

（记者 许小雄）

尽管还有些小细节在收尾，但这个国庆假期，到峡谷景观带旅游休闲的市民，走进
学府公园和花海谷公园两个郊野公园里，已经能收获到惊喜了。尤其是新建的学府公
园，在国庆前夕，主要的绿化和入口广场都赶工建设到位后，通过航拍的角度，对比半个
月甚至一个星期前的画面，都能明显感到整个形象的提升。图为昨日记者再次航拍基
本完工的学府公园A区，此前峡谷旅游路沿线还有些裸露的部分已全部种上了绿植，入
口广场也铺好了彩色砾石面层，加上花溪的水体，整个公园的颜值都提上来了。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本报讯 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我市职

工医疗互助第十二期活动自去年10月份开

展以来，申请补助的患病职工832人次，共

计发放206万余元补助金，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职工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等问题。

据悉，截至9月30日，第十二期职工医

疗互助活动全市共有65494人次参加。包

括362家企业的53712名职工、185个机关单

位的11782名职工。此外，还有151个单位

5463名女职工参加了女职工特殊疾病医疗

互助。

自2006年10月1日开始，市总工会正

式启动全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截至今年9

月30日，已成功开展十二期。十二年来，

7393名职工受益，累计发放互助金1368万

余元，为职工医疗健康增加了一道强有力的

屏障。并且，自2015年开始，我市在职工医

疗互助活动的基础上新增“大病补助”内容

后，对参加职工的医疗保障更添几分。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颜晓岚 许紫燕）

本报讯 记者获悉，今年我市对全市各宾旅馆落

实实名制登记入住工作情况逐一进行了检查，切实

强化宾旅馆从业单位系统网上巡检及信息上传工

作，进一步督促宾旅馆经营业者切实将实名登记入

住制度落实到位，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人员活动

空间。

检查中，民警对无证入住、持他人身份信息登记

入住、一人登记多人入住等不规范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据悉，今年以来，石狮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不断加

强对宾旅馆经营业者落实实名制登记入住情况的检

查，严格按照“一人一证”“本人本证”的规定要求宾旅

馆经营业者将实名登记制度落实到位。对未按要求

落实的宾旅馆经营业者，公安机关对其处以1000元以

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检查中多次未落实实名制

登记的宾旅馆经营业者，公安机关对其处以10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公安机关已对67家未按要求落实实名登记制入

住的宾旅馆进行了严肃查处。

石狮公安部门要求，宾旅馆经营业者要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严格落实入住旅客信息实名登记制度，

坚决防范和杜绝为了增加营业收入而私自为未持有

有效身份证明人员办理入住的行为。同时，警方提醒

市民群众在宾旅馆登记入住时，请配合工作人员进行

实名制登记，若确系未携带身份证件必须办理入住

时，请及时前往当地派出所进行身份核实后，凭派出

所开具的相关证明办理入住手续。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侯垂源）

本报讯 记者从祥芝镇获悉，在日前福建省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组委会正式公布的2018年福建省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中，祥芝镇获得两项大奖，其

中，石狮市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凭借海上遇险专业

义务救援获得应急救援类银奖，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凭借福建沿海公众参与生态环保示范项目获得环境

保护类铜奖。此次祥芝镇获得两项福建省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大奖，将进一步夯实祥芝镇的志愿服务事

业，推动祥芝镇文明新风建设。

据了解，2018年福建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由福建

省委文明办、福建团省委、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老龄

办、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残联联合主办。经过项目

申报、初评、集中评审、路演答辩等评选环节，分别有

10个项目获得“2018年福建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

奖”，20个项目获得“2018年福建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银奖”，30个项目获得“2018年福建省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铜奖”，100个项目获得“2018年福建省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优秀项目奖”。组委会希望通过发布推广一批

获奖项目信息，培育扶持一批志愿服务组织，展现青

年志愿者的时代风采，并让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学习获

奖项目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培育和完善志愿服务

项目，为推动福建省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

献。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卢鸿利）

本报讯“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正是当下不少女性创

业者面临的普遍境遇。为了

解决女性创业就业的资金瓶

颈问题，今年3月份，市妇联

与石狮农商银行联合推出“巧

妇贷”，助力巾帼创业就业。

目前，“巧妇贷”共发放贷款

2331万元，惠及173名女性创

业就业者。

据了解，“巧妇贷”是专门

针对广大女性创业者的授信业

务，主要用于解决妇女群众创

业及家庭消费者资金周转等资

金需求，促进增收致富。石狮

农商银行在符合监管部门及有

关信贷政策的前提下，向全市

妇女创业者提供“巧妇贷”融资

服务，授信额度达人民币38亿

元。引导帮助我市广大妇女积

极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

进妇女群众创业就业。目前，

已申请到“巧妇贷”的妇女不少

是用于扩大经营和家庭大额支

出周转。

“女性创业者，如果有资

金需求，可以到妇联组织或农

商银行就近网点申请贷款。”

据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巧

妇贷”因审批快捷、还款灵活，

且利率优惠，十分受好评。同

时，对满足“巧妇贷”办理条件

的，石狮农商银行也提供绿色

通道服务，给予“优先受理、优

先审批、优先放款、优惠利率、

优质服务”专项服务，同时提

供资金结算业务、电子银行业

务以及代收代付、理财等其他

金融服务。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柳丽芬）

聚焦“项目攻坚2018”

石狮强化
旅馆实名登记入住管理
67家未落实实名制入住的宾旅馆被查处

2018年福建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公布

祥芝镇获得两项大奖

“巧妇贷”推出半年

发放贷款2331万元惠及173名创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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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期职工医疗互助
发放补助金206万余元

石狮将投资1.7亿元
推进城乡配电网改造

石狮今年继续
为80周岁以上老人
购买意外伤害险

本报讯 记者从市老龄办获悉，作为今年的为民

办实事项目，今年我市继续实施“银龄安康工程”，为

全市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此项目投保金额小、保障水平较高，是专门

为老年人开发的一项保险产品，为老年人减轻医药费

负担再次添加了一项保障。

“银龄安康工程”，旨在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抵御风

险的补充作用，强化我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据介

绍，保险责任范围涵盖老年人意外身故、意外烧伤及

残疾、意外住院补贴三项内容，其中，因意外身故、意

外烧伤及残疾的，最高可获8000元的保险金；因意外

住院的，每天最高可补贴180元。

据了解，“银龄安康工程”为全市7298位80周岁以上

（含80周岁）老年人投保意外险，保险期限为1年（2018年

9月7日至2019年9月6日），每份保费30元，由市财政统

一支付。“这份高龄老年人口名单来自石狮市公安局户籍

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如发现有遗漏，保险公司将启动应急

措施进行补充。”市老龄办工作人员表示，合同签订后，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保险公司人员将到各镇（街道）、各村（社

区）开展宣传。据悉，我市还鼓励各镇（街道）结合实际，以

财政全额出资或部分补贴的方式，为辖区60周岁至80周

岁或70周岁至80周岁的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建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