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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项目攻坚2018”

红塔湾旅游公路全线贯通
本报讯 全线贯通、主路面完成
两层沥青铺设后，航拍下的全景尤
能显现出红塔湾旅游公路的大气英
姿，也让人对石狮海岸带的美好未
来更加期待。10日，记者从城投集
团交建公司获悉，目前项目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68%，下阶段将进入非
机动车道、人行道的路面铺设等工
作。
红塔湾旅游公路起于浯沙村
南侧，途经黄金海岸、红塔湾，终点
接上现状沿海大通道，南北贯穿永
宁东部滨海区域。交建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项目自今年1月份正
式开工后，陆续克服征地拆迁量
大、沿线石方量大破除慢、沿线村
道口多交通导行难等问题，采取多
个工作面同步开展、多道工序同步

交叉作业、难点路段加班加点重点
突击等方式，确保项目如期推进。
截至目前，基本完成合同内土石方
开挖及回填、涵洞、雨污水管网、电
力及路灯管线预埋、主车道沥青铺
设等工作，完成了近七成的工程
量。
作为石狮海岸带景观廊道的重
要组成，红塔湾旅游公路建成后，将
让石狮不仅濒海、也更亲海。同时，
它还将与峡谷旅游路及永宁外线
（外高至梅林段）一起，在石狮形成
一条自学府路起，经宝盖山、红塔
湾、黄金海岸至梅林码头的经典“山
海城”旅游路线，助推石狮滨海旅游
的发展。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通讯
员 吴培城）

水务投资公司抢抓工程进度 众多项目有序推进
本报讯 金秋十月，举国同
庆，当众多市民都在轻松惬意地
度假时，石狮水务投资公司有这
么一群人却依然奋战在施工一
线，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祖国庆
生，为石狮发展做贡献。
9月30日下午，为落实全省
深化“五个一批”推进项目攻坚视
频会议精神，石狮水务投资公司
按照“冲刺百日，一抓指标，二抓
项目”工作要求，对节日期间的在
建项目建设工作进行再部署，要

求相关施工单位紧紧抓住当前秋
高气爽、天气晴好的黄金施工时
间，科学调配，倒排计划，抢速度、
抢工期，切实抓好项目建设。
为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工程顺利完成年度计划，蚶
江镇厝仔村，永宁镇后杆柄、下
宅村、金埭村，锦尚镇谢厝村、厝
上村等项目全面铺开，齐头并
进，国庆期间，累计投入人工604
人次，土方车、挖掘机、装载机、
铲车、龙马车等设备155台班，共

计完成路面破除1000米，路面恢
复 650米，砖砌检查井 80座，塑
料检查井10座。目前，该项目累
计 完 成 投 资 1200万 元 ，占 比
19.35%。
梧垵溪下游河道整治工程
（第二标段）更是火力全开，项目
组通过增加机械和人员等有效
措施，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国庆
期间 6个工作面累计投入人工
528人次，投入土方车、挖掘机、
推土机、钻机、灌浆平台、灌浆泵

导语：落实“河长制”，推进“河常治”。继全面推行河长制之后，今年9月底，福建
全省全面实施湖长制，河（湖）长制工作进入新阶段。即日起，本专栏将定期刊发石
狮河长“巡河日记”，进一步落实河长责任制，全面提高河长履职尽责能力，及时解决
巡河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快提升治水成效，确保河湖长治久清。

石狮河长
“晒”
巡河日记①
本期河长：邱永乐
（锦尚镇人民政府镇长、镇级河长）

等设备64台班。工地上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每日车辆穿梭，
机器轰鸣，各项目施工有序进
行。国庆期间完成投资 130万
元，累计完成年度投资 5930万
元，占比79.07%。
国庆期间，祥芝大堡集控区
排水工程累计投入人工 217人
次，投入挖掘机、打桩机、运输车、
洒水车、铲车、扫地车等设备77
台班，目前，累计完成投资916.5
万元，占比30.55%；鸿山伍堡集

控区排水工程累计投入人工280
人次，累计完成投资1097万元，
占比39.18%。
另悉，上浦排洪道改造工程、
市区排洪道龟坝闸区清淤工程、
后宅沟改造工程、梧垵溪下游河
道整治工程——交通桥改造工
程、石狮市应急水源工程、二次供
水及配套设备设施管网新建与改
造以及老旧管网改造等项目在国
庆期间也均有序推进。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蔡铭锋）

泉州公交司机热心救患病乘客
本报讯 10月9日上午，泉
州一辆7路公交车上发生了紧
急的情况：一位男乘客在乘车
时突然羊癫疯发作，躺在车厢
地板上抽搐。公交驾驶员魏静
安紧急停车，和车上乘客对患
病男乘客进行施救。
据车载监控显示：当天上
午8时30分，车辆由华侨大学
往泉州市区方向行驶到湖美
酒店红绿灯附近时，车上一位
乘客突然大声呼救：“ 不好，有

人倒在地上抽搐。”魏师傅立
即把车停在安全位置前往查
看。只见一位 30多岁的男子
躺在车厢的地板上来回打滚，
双目紧闭脸色发白，并伴有抽
搐。魏师傅问男子哪里难受，
男子将自己手机递给他后，就
昏迷了。魏师傅立刻拨打
110、120，车厢内的乘客主动
给患病男乘客让出空间，有一
名男乘客直接将患病男乘客
扶靠在自己身上。在等待急

救车到来的时间里，魏师傅通
过患病男乘客的手机找到了
其家属，得知患病男乘客是羊
癫疯发作。
20分钟后，110和120救护
车相继到达。110民警和魏师
傅帮助医护人员把患病男乘客
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
“事发紧急，只好让有急事
的乘客换乘了。”魏师傅对乘客
的理解表示感谢。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张雅静）

鸿山派出所对加油站进行安全检查

全面推进河湖长制

巡河日记
石狮市河长办 市水务处 主办

巡河时间：9月27日14时30分
至15时30分
巡河路线：厝上溪厝上大桥至入
海口段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发现大桥边有生活垃圾未入桶，
影响溪流环境。请环卫所派出工作
人员当场清理，并要求加强日常巡
查。
上次巡河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
9月 19日巡河时，发现奈厝前
治安巡逻点边有移动公司废弃光

缆；当场与移动公司锦尚营业厅联
系，要求马上派人进行清理。现已
清理完成。
河道背景：
厝上溪起源于石狮双髻山，行经
蚶江、锦尚两镇，沿岸多为村居，全长
约8.22公里，经锦尚湾汇入大海。今
年，石狮市加大厝上溪流域（含支流）
环境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厝上溪上游
农村污水收集工程，沿岸入河排污口
接入污水主管网；并开展厝上溪支流
的清淤疏浚力度，在奈厝前水体公园
采用生态技术确保水体流动。此外，
加大工业污水排查力度，打击违法排
污行为，确保厝上溪水质稳定在 V
类，力争提升至Ⅳ类。
（记者 林恩炳/整理 锦尚镇河
长办/供图）

关于糖尿病的误区

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糖尿病这
种疾病，但“听说过”并不等于“了解”。
有人认为糖吃多了就会得糖尿
病，吃糖少则不会得糖尿病，其实不
然。糖尿病的发生机制是胰岛素抵
抗或胰岛β细胞功能减退，其发病与
“遗传因素”“ 环境因素”和“免疫因
素”有关。其中，“环境因素”的变化
是导致当前糖尿病发病率急剧上升
的主要原因，所谓“环境因素”是指
“多吃少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营养过
剩及肥胖等，所谓“进食糖类食物可

引起糖尿病，少吃糖就不得糖尿病”
的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值得注
意的是，吃糖太多容易导致热量过
剩，引起肥胖，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
而肥胖也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所以
不提倡吃太多糖。
有些年轻人认为糖尿病是老年
人才会得的病，于是在心理上并没
有给予糖尿病足够的重视，这种心
理很可能导致年轻人发现自己患有
糖尿病时，已经被多种并发症“缠
身”了。如果出现体重在数月内迅
速下降、强烈口渴、排尿次数及尿量
明显增多、经常感到饥饿、伤口愈合
极慢、皮肤容易感染、视物模糊、肢
体出现自发性疼痛等现象，就应该
尽快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有糖尿病
家族史的人群更应该注意自己是否
有这些症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专题摘编（十二）

希望同志们积
极为中共十九大召
开营造良好氛围，坚
536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委员学习
导，深入开展“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
前进”专题教育，教
育引导广大成员增
强“四个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
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2017年1月
22日），《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
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
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
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
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
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
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
“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
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
版社 2017年版，第21页
希望同志们增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充分认识
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团结引导各自成员
和所联系群众客观认识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问
题，凝聚政治共识，汇聚各方力量。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2017年7月25日
（上接一版）要严格培训班学习纪律，严格学员的到课
率管理，对违反规定的一律予以通报，确保良好学
风。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
肩负起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既要以身作则，带头学、
带头讲，又要担负起组织、推动、督促的责任，持续推
动全市学习宣传贯彻活动深入开展。要密切联系工
作实际，立足各自岗位职责，与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
会、泉州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部署结合起来，找准切
入点，审视、谋划和改进各自工作，把学习成果体现到
增强工作本领、解决实际问题上来，体现到推动石狮
高质量赶超跨越大局上来。
研讨班还邀请中央党校孟鑫教授作专题授课；集
中学习后，研讨班将分三期进行学习培训。
（记者 许小雄）

海事严防
水工建设
“带病”
施工
本报讯 日前，泉州海事局石狮海事处对石狮市辖
区某水工建设项目进行安全约谈，并责令立即消除施工
安全隐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记者了解到，本次安全约谈会主要通报了海事部
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的相关工程建设方面的安全
隐患，充分听取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施工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和困境等。此外，在约谈过程中，泉州海事局
石狮海事处着重强调相关水工建设项目需做好三点：
提高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好隐患排
查关，不能“带病”施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总结经
验，筑牢安全生产基础，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同
时建立健全应急反应机制，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等。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胡石玉）

石狮召开重点传染病
防控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
区加油站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全力确保辖区消防环境安全，
10月9日上午，鸿山派出所所
长王阿祥带人对辖区加油站
进行安全检查。
期间，王所长对消防安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员工是否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对灭火器
是否超期使用、内存压力是否
达标及消防栓水源是否充足，
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是
否完好等进行细致检查，同
时，王所长还检查了散装汽油
购买人是否按要求持相关证
明材料，加油站是否认真查

验、如实登记购买人个人信
息、购买数量、用途等情况，要
求加油站在消防安全管理上
一定要制度上墙、责任到人，
切实把各项消防安全工作落
到实处。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张彬湄 文/图）

一男子溜进工厂宿舍盗窃
本报讯 天气转凉，身无分
文的江西男子陈某觉得有必要
再去“干一票”，才不至于挨饿
受冻。10月4日，陈某溜进新塘
街道一工厂宿舍盗得1500多元
现金后，得意忘形，一路数钱，
一路买买买。不过，陈某仅得
意了4个小时，就被晋江警方抓
获。10月9日上午，警方将追回
的1200多元赃款发还受害人。
10月4日晚7时，住在晋江
新塘街道一工厂宿舍的赖女士
报警称宿舍被盗。赖女士说，

他们一家人都在同一个工厂上
班，宿舍三楼住的都是自家人，
平时就没有锁门的习惯。当晚
有亲戚来，要叫外卖，这才发现
钱不见了，总计1500多元。
民警调取三楼楼道口监
控录像后发现，当天下午 3时
许，一陌生男子走进赖女士
宿舍 5分钟后离去，往石狮方
向逃离。一路上男子买了衣
服、水果，进了小吃店，途中
还从口袋中拿出钱数了起
来。

当晚11时许，民警在石狮
市将盗窃嫌疑人陈某抓获。经
查，今年28岁的江西男子陈某
已是三进宫。据其交代，当天下
午，他从石狮一网吧上完网后发
现已身无分文，便走到新塘街道
一工厂宿舍楼下，一层层走上
去，发现三楼一间宿舍没锁，他
便走进房间实施盗窃。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
被依法刑拘。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庄
凌龙 陈雅晴）

本报讯 为提高我市传
染病监测水平，进一步规范
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日
前，我市召开重点传染病防
控培训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分管领
导、公共卫生股相关工作人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分管领导及相关科室人员；市卫生监督所分管领导及
相关人员；各医疗机构分管领导、传染病防治管理人
员，疫情报告人员；各医疗机构儿科、呼吸内科、接诊
登革热临床医生。
在当天的会议中，多位卫计部门的专家先后以《登
革热防控技术》《登革热诊断标准（2018版）》《流感的预
防与诊治》《流感防控》《麻疹监测与防控》为题，对与会
人员进行主题培训，从而增长与会人员的有关知识，更
好地促进工作。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李晓灿）

石狮供水公司开展专业培训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预
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日前，石狮供水公司组
织相关人员前往泉州市海西培训中心进行为期两天
的培训。
据悉，培训班邀请安全生产管理方面专家、学
者、高工，采取书面课件及 PPT演示的讲课形式，
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与工作重点、危险作业安全
技术与管理、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等方面的
知识进行讲解分析，拓宽了参加培训人员安全生
产工作的思路及知识面，提升了自身对安全生产
专业知识的认识和掌握水平，进一步促进公司安
全管理提升。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张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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