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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废弃石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废弃石窟变废为宝成为生态
“正资产”
改革开放新石狮

生态石狮

本报讯 190多处废弃石窟
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一个突出历史遗留问题。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以更积极的态度狠抓废弃石
窟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先后完成
39处废弃石窟治理，使相当一部
分废弃石窟得到资源化利用，变
废为宝成为生态“正资产”。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从两
方面根本转变观念，是我市抓好

废弃石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思
想保障。一是对待矿山资源，从
开发到保护。2011年，石狮市政
府发布通告，在全市范围内实施
封山禁采。对全市8个采矿权证
期限尚未到期的矿区立即全部停
工，8本采矿权证经过一定程序也
先后吊销。市政府部署严厉打击
非法采矿行为，依托国土资源监
察大队，在各镇的配合下加大巡
查检查力度，同时建立有奖举报
制度，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管理，对
非法采矿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取
缔，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先
后有两人因非法采矿被追究刑事
责任。同时，在体制上为矿山保

护做好保障，撤销了以开发利用
管理为主要职能的事业单位“石
狮市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在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设立以保护为主
要职责的“矿产资源管理股”。二
是看待废弃矿坑，从包袱到资
源。石狮市陆域面积不足160平
方公里，自然资源贫乏。随着城
市建设发展的加快，缺地、缺水、
缺环境容量等问题愈加突出。
193个废弃石窟占地达到250万
平方米，影响面积约 3.4平方公
里。同时，许多废弃石窟开采程
度深，形成巨大“容器”，存在合理
利用的可能性。开展废弃石窟综
合治理，既可以修复生态、改善环

境，又可以造地，用于发展生产、
改善民生；还有可能综合利用，根
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因地制宜作
其他用途，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推进废弃石窟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实践中，我市因地制宜施
策，探索采取了四种治理方法：一
是填埋复绿。对位于公路两旁、
景区周边，特别是石狮城市生态
绿核宝盖山景区周边的废弃石
窟，主要采取填埋复绿的方式治
理。积极引导采用建筑垃圾进行
废弃石窟主体的填埋，对建筑垃
圾填埋废弃石窟给予运输补贴，
较好解决了石狮加速推进城市建

设进程中建筑垃圾消纳问题。
2011年以来，通过这种方式先后
完成了湖滨林边、宝盖仑后、学府
路东侧以及宝盖山区域共8个废
弃石窟的填埋，消纳建筑垃圾500
万方以上。在完成主体填埋后，
石狮市又组织对这8个废弃石窟
进行了80~150cm的地面覆土，并
进行了绿化种植。二是生态利
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后的飞灰
被国家列为危险废物，其处置、存
放是各城市环境生态建设中的一
个普遍难题。2015年，选定永宁
一处废弃石窟，经可行性研究和
专家评估，改造建设作为城市垃
圾固化飞灰填埋场。（下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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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3-4级
沿海5-6级
白天最高温度24℃
夜里最低温度18℃
石狮市气象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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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试行投资项目行政审批
帮办代办服务制度
本报讯 记者了解到，我市试行投资项目行政审
批帮办代办服务制度，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代办中
心，为企业投资项目提供项目审批前期咨询、指导服
务，无偿为企业、投资者或项目单位代办、帮办投资项
目涉及的行政审批及相关工作，减少企业项目建设前
期工作，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加快落地投产。
据了解，目前我市投资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涉及审批单位11个，共计67项行政审批事项，中
介或第三方服务36项（不完全统计），其中一般性投
资项目经常办理的审批事项18项。
试行的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帮办代办服务机制，明确
了帮办代办基本原则、范围内容、服务流程等，主要服务
对象侧重于社会企业生产性投资项目，于市行政服务中
心四楼投资与建设工程服务区设置了“帮办代办服务中
心”。开展帮办代办服务以来，已为和安物流、战地吉普、
胜佰龙体育科技、蚶江村公共服务中心等多个项目提供
前期辅导、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 （记者 林本鸣）

永宁镇党委：

石狮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
“一法一条例”
执法检查
本报讯 11月8日，石狮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赞成带队，对
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和《福建省安全生产
条例》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访了石狮
鸿峰环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祥
芝中心渔港及佳龙石化。每到
一处，检查组均深入车间、生产
一线，详细了解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建设、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
创新、安全生产法治建设、提升
事故风险防控水平、职业病危害
防治、强化应急管理、安全生产
基础建设等方面。在随后召开
的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我市

2017年3月以来贯彻实施“一法
一条例”情况汇报，会议就如何
有效推动“一法一条例”落实展
开讨论。
据悉，自2017年3月以来，我
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
故，事故上报率、准时率达100%，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稳
定。检查组强调，安全生产工作
任重道远，各成员单位要理清责
任，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
督，抓好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加强
督查，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夯实
基础，做好应急预案，强化技术支
撑，推动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
发展。
（记者 高荣芳）

石狮部署
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11月8日下午，我市
召开防范重特大渔业生产安全事
故暨第四季度渔业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联席会议，通报当前渔业安
全形势，就当前抓好渔业安全生
产工作重点作出部署。市政府副
市长李斌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我市第三季度渔
业船舶水上事故情况和渔业安全
生产常态化检查情况，并详细分
析了秋冬渔业安全生产特点和面
临的问题，对当前抓好渔业安全
生产工作重点作出具体部署。
就下阶段如何做好渔业安全
生产工作，李斌强调，一要强化意
识，落实责任。狠抓各项安全措
施落实，坚决遏制和有效防范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二要加大

庆祝第19个中国记者节
倡导全社会尊重记者、信任记者、支持记者，在学习工作生活
等方面为他们排忧解难——

石狮关心关爱新闻工作者有分量
本报讯“你由于长期伏案
工作、缺乏锻炼，已有轻微的颈
椎病，平时一定要多锻炼和注意
腰颈椎的保健。”今年的11月8
日是第19个中国记者节。当天
下午，由石狮市委宣传部、石狮
市卫计局主办的“关爱媒体人健
康”公益义诊活动走进石狮日报
社，为在石狮日报社、石狮电视
台、中国石狮网工作的媒体工作
人员进行义诊。
这是石狮市委市政府在学
习、工作、生活、子女入学、健康
等方面关心关爱新闻工作者的一
个缩影。一直以来，石狮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工作，倡导全
社会尊重记者、信任记者、支持记
者。在工作上，定期举办全市新

闻工作者采编业务培训班，为全
市的新闻事业注入新活力，储备
后续力量。在生活上，想方设法为
新闻工作者解决实实在在的问
题，让他们安心工作，轻装上阵。
为鼓励石狮日报社、石狮电
视台、中国石狮网等3家新闻媒
体工作者加大对石狮的正面宣
传报道，提高创作精品的积极
性，石狮市委宣传部出台《石狮
获奖新闻作品奖励办法》，从
2015年起每年度对获得地市级
以上评奖单位表彰的优秀新闻
作品进行再奖励。奖励对象为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获奖作品，体
裁包括新闻报道、版面专栏、新
闻图片、播音等。
在加大培养名记者、名编

辑、名编导、名主持人力度，鼓励
全市新闻工作者多创精品、关心
关爱新闻工作者健康的同时，为
提高新闻行业人才公共服务水
平待遇，稳定留住、吸引培养新
闻行业人才，引导新闻行业从业
人员更好地服务于石狮发展，今
年年初，石狮在全省范围内率先
推出《石狮市新闻行业人才积分
管理暂行规定》，将石狮市新闻
人才纳入新市民积分申请范畴。
根据《石狮市新闻行业人才
积分管理暂行规定》要求，石狮市
政府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购房补
助、子女入学、进修培训等名额，
供石狮日报社、石狮电视台、中国
石狮网等3家新闻单位的非在
编员工申请。 （下转二版）

警示，做好培训，从严管控，有效
提高渔民遵守航行作业规则的自
觉性和技术水平。三要突出重
点，专项整治，对盗采海砂活动开
展联合执法，对安全生产开展专
项大整治，并落实好渔业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工作。四要深入推进
海洋渔业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对渔港管理、海域环保、盗
采海砂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排
查，发现问题，坚决打击。五要加
强海域环境保护的管控，多措并
举，切实整改。六要值班值守，快
速反应，随时应对渔业船舶水上
安全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防止
渔业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事故
可能造成的损失。
（记者 庄玲娥）

本报讯 对于许多农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村人来说，办家宴、喜宴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要在院内搭棚子、准备足
够的桌椅……这都需要 石 狮 市 食 品 安市场监管
东家提前联系，精心准 石 狮 市 市 场 监全督委管员理会 局办 公 室 联 办
备。如今来到这里，不仅
“一键生成”，而且硬件达标，明厨亮灶，餐具消毒，吃
起饭来更安全了！11月8日中午，我市首个村级标准
化家宴中心在祥芝镇湖西村正式投用，村里所有60
岁以上老人也受邀来到这里，免费享用了家宴中心的
“第一餐”。
记者在现场看到，湖西村家宴中心大厅和周边可
同时容纳二三十桌。家宴中心内置设备一应俱全，不
仅配备了桌椅等设备，还配备有独立厨房、灶具、冷柜
等设施。
（下转三版）

今年首次实行网上缴费，考生需注意

认点进行现场确认，逾期不予受
理。
其中，应届毕业生原则上选
择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
本省户籍非应届毕业生（含往届
生和同等学力人员）原则上选择
户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随
迁子女非应届毕业生应选择原高
中阶段学校学籍所在县（市、区）
的确认点。现场确认时，报考人
员须提交相关报名材料原件和复
印件（供现场核对）：本人户口簿、
二代居民身份证（建议办证时间
不早于2017年1月）、学籍和实际
就读证明等材料。
（下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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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市委巡察一组向永宁镇党委移交
了4个边巡边改问题，该镇党委根据“问题清单”，逐
一研究措施，从实从速整改。
针对“计划生育家庭低保提升金发放不及时，如：
沙堤村 2013年度 15户 42人计 1.368万元、院东村
2014年度1户2人计480元，截至七届市委第七轮巡
察启动时仍未发放”的问题，永宁镇党委认真落实，在
巡察期间已将沙堤村、院东村低保金发放到群众银行
账户。该镇党委表示，今后将加强对各项帮扶资金发
放情况的跟踪监督，定期核对发放情况。
针对“部分12345工单处理反馈滞后情况时有发
生，如有群众反映‘镇区部分路段减速带损坏未及时解
决’‘塔石村个别村民饲养少量鸡鸭造成环境脏乱影响
生活’，镇党委政府未能够及时处理和反馈，导致群众
反复拨打12345”这一问题，该镇党委已联系协调相关
部门对永宁黄金大道破损的减速带进行修复；镇、村干
部也已动员塔石村饲养业主将家禽处理完毕。
针对“永宁镇三角湾区域长期交通混乱，群众出
行存在较严重安全隐患，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该
镇党委联合交警，并会同第三方公司人员前往三角湾
区域现场核查有关情况，会商提出整改方案，目前已
让第三方公司就整改方案进行报价，本周提交镇党政
联席会研究通过后即可进场施工整改。
针对“办事服务指南不全面，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公共服务事项和涉及群众、企业依申请办理的相关行
政权力事项内容不完整、更新不及时，给群众办事带
来不便”的问题，永宁镇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已结合该
镇实际，按照相关行政权力事项，逐项充实完善，并重
新印发服务指南手册。
（记者 谢艳）

石狮首个村级标准化
家宴中心启动

明年高考网上报名今天开始
本报讯 从11月9日起，2019
年高考开始网上报名，我市欲报
名参加2019年福建省普通高考的
所有人员，须登录福建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www.eeafj.cn）“数字服
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报名
系统”，进行网上账号注册、报名
和缴费，逾期不予网上报名。需
要提醒的是，今年首次实行网上
缴费，考生在报名时需注意。
据悉，2019年高考网上报名
时间为11月9日起至14日，确认
时间为11月16日至22日，在我市
报考点已完成网上报名且已缴费
的考生，本人须在规定时间内，持
报名所需材料到本人所选择的确

围绕民生问题
从实从速整改

石狮举办
“关爱媒体人健康”
公益义诊
本报讯 昨天是第 19个
中国记者节，当天下午，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林希妍带队
来到石狮日报社“关爱媒体
人健康”公益义诊现场，看望
并慰问奋战在我市新闻工作
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作为特殊的群体，媒体
从业人员工作压力大，作息
时间不规律，健康问题不容

忽视。为了让新闻工作者
们更加健康的工作和生活，
市委宣传部、市卫计局特别
邀请市总医院的医生专家
们，走进石狮日报社和市广
播电视台进行义诊，为新闻
工作者解决实际健康问题，
送上暖心、实在的节日祝
福。
此次义诊，以多个与媒

体行业多发疾病相关的专科
为主，为职工进行多方面的
健康筛查，同时提供测血压
和健康咨询等服务。专家们
在义诊的同时还向新闻工作
者普及健康知识，专家建议，
记者们在劳累之余也要结合
自身情况，保证充足睡眠，定
期进行身体检查。
（记者 谢艳 郭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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