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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公民出境应当
申办哪些证件？

①中国公民出境，应

当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

其他旅行证件。中国公民

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还需要取得前往国签证或

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②中国公民往来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公民往来大陆与台湾

地区，应当依法申请办理通行证件。

（陈友义 徐良涛 整理）

出入境知识问答

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短暂的

视听愉悦过后，会带来严重的环

境污染和人身财产安全隐患。近

日，记者从石狮市公安局治安管

理大队获悉，春节期间我市持续

加强在禁炮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工作，采取措施，派出警力巡

逻，劝阻、制止燃放烟花爆竹行

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全力确保

全市人民的安全。

据悉，我市烟花爆竹禁止燃

放区域为：（一）北环路与福辉路

交叉路口→福辉路→福辉路与香

江路十字路口→香江路→香江

路、港口大道与学府路交叉路口

→学府路→学府路、东港路与峡

谷路交叉路口→峡谷路→峡谷

路、石永二路与327县道交叉路口

→327县道→327县道与326县道

交叉路口→326县道→南环路（含

南侧石狮辖区）→南环路与石金

路交叉路口→石金路→石金路

与同兴路交叉路口→同兴路→

同兴路与外西环路交叉路口→

外西环路→外西环路与狮城大

道交叉路口→狮城大道→狮城

大道、八七路与西环路交叉路口

→西环路→北环路→北环路与福

辉路交叉路口为止，所覆盖的封

闭型区域。（二）世茂摩天城片

区。

公安机关强调，严禁在禁止

燃放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对违

反者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

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

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下一阶段，市公安局将继续

深化市区禁炮工作，联合相关镇

办和部门重点针对“天公生”“元

宵”等传统民俗重点时段开展统

一行动，全力推进市区禁炮工作，

维护我市社会治安稳定。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林春城）

公安机关持续强化禁炮工作

邀请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

士，就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

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

进行协商，是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内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做法。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的讲话（2013
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日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

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

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

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

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

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

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

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

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

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

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

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

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

商成效。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
504页

本报讯 昨天是春节假期最

后一天，泉州高速辖区迎来长假

的最后一波返程车流。泉州高

速交警全员上路，全力确保高速

路面的车辆正常通行。

昨日下午1时15分，三明往

泉州、厦门方向的车流巨大，德

化连接线一车道通行受限。1

时44分，泉州高速交警只能紧

急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

从德化、蓬壶高速收费站入口驶

入高速公路，并引导车流从省道

206途经永春县城，再从永春收

费站驶入高速公路。下午3时

39分，泉南高速公路永春、码头

高速收费站因交通压力过大也

启动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驶

入。德化收费站出口强制分

流。下午4时30分，沈海高速水

头路段双向车流巨大，高速交警

引导泉州往厦门方向的车流从

西锦互通绕道南石高速从石井

下高速走沿海大通道；引导从厦

门往泉州的车流从翔安收费站

驶出高速公路走324国道。与

此同时，泉南高速公路车流处于

暴增状态，码头、永春、蓬壶、德

化收费站入口持续交通管制

中。沙厦高速公路德化路段车

流饱和，通行受阻，高速交警引

导车流从九仙山收费站出口驶

出高速公路。

据泉州高速交警支队交管科

民警介绍，2月9日泉南高速泉州

辖区24小时（双向）返程车流远

超日常，其中观音山隧道路段8.3

万辆/次，龙阁岭隧道路段4.6万

辆/次。沙厦高速德化路段（双

向）2万辆/次。泉州辖区沈海高

速24小时（双向）车流量高达13

万辆/次，其中水头路段11.8万辆/

次。由于车流巨大，无法保持安

全车距，导致事故多发。据统计，

仅9日，泉州高速公路辖区事故

量超过63起，所幸无人员伤亡。

10日傍晚6时，据驻守在

观音山隧道路段的泉州高速

交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中队

长尤泳尧介绍，10日车流远超

9日，预测10日泉南高速观音

山隧道路段往泉州方向（单

向）的24小时车流量将会超过

6万辆/次。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

阿敏 刘闽华 曾志波）

泉州高速辖区迎来返程车流
仅水头路段，24小时车流量就超过11.8万辆/次

10日下午4时，观音山隧道车流

春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

日。在这个传统节日，即使再忙，

离家再远，大家都会想办法回家，

与家人团聚。但石狮市妇幼保健

院的医务人员为了百姓的需要，

坚守岗位，为生命守岁不“打烊”。

一个工作群，诠释着
对工作的坚守

这是石狮市妇幼保健院众多

微信工作群中的一个，叫“妇幼后

勤服务部工作群”。在这里，记录

着后勤人员的坚守。

周二：“618马桶漏水！”“收

到，已通知电工前去处理。”

周三：“620马桶堵了，工友通

不了。”“已疏通。”

周四：“602厕所堵了，保洁员

通不了，麻烦处理！”“收到，安排

人处理。”

周五：“6楼处置室水桶漏

水。”“收到，安排人去处理。”

周六：“5楼医生办公室灯坏

了，还有536床头灯也坏了，麻烦

来维修下。”“电工马上来修，已经

通知。”

周日：“新生儿科室空气消毒机

须换灯管，麻烦处理。”“收到。”……

春节假期这些天，每天都有

这样那样的杂事要处理，而值班

人员也都能在第一时间处置。尤

其是周三，一天就处置了三起。

据该院院长助理、后勤服务

部负责人邱尚熊介绍，为保障一

线科室的正常工作，后勤部早已

做好工作安排，平时是这样，节日

更不含糊。

每天迎接十多个新
生命的降临

后勤服务部门是这样，其他

临床科室更是如此。

在住院部四楼产科病区，记

者见到正在值班的产前病区护士

长郭丹红。她说：“虽然春节大家

都在过节，但小生命不会因放假

而不降临。”

那么，春节期间新生儿多

吗？郭丹红拿起记录本给记者介

绍起来。其中，10日入院产妇较

少，到下午4点，仅两人入院，但

工作量并不少，其中，有4个新生

儿出生，另外还做了4台剖腹产

手术；8日，入院产妇18个，出生

17个，另接门急诊10个。

“这几天，平均入院十多个，

接生十多个。其中，大年三十晚

11点49分，还接生一个跨年宝

宝。这还是淡季。如是十月、十

一月旺季，每天要接生三十多

个。”郭丹红说。

一串数字，记录了医
务人员的辛劳

这是该院信息部门统计的春

节这几天的数字：

2月4日，门诊服务量388人

次，住院量114人；2月5日，门诊

服务量265人次，住院量93人；2

月6日，门诊服务量395人次，住

院量94人；2月7日，门诊服务量

500人次，住院量97人；2月8日，

门诊服务量655人次，住院量104

人；2月9日，门诊服务量611人

次，住院量120人。

从这些数字来看，该院医务

人员节日期间的工作量并不轻。

而为了服务好病人和家属，

该院在节前就作了充分安排，要

求每个科室每天都要安排充足

的人员值班，尤其是临床一线科

室。

同时，为了让住院病人也

有个温馨节日，该院还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暖心服务。如儿

科，为了让患儿感受过年的氛

围，于大年二十九，同患儿及家

属包水饺，传送特别的爱；还给

患儿送去妇幼吉祥物，送去新

春的祝福。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邱璇璇）

本报讯 春节期间，不少饭店

都歇业了。为了让坚守岗位的公

交司机到站后能吃到热腾腾的饭

菜，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服务群众

出行，市公交公司专门预订了精

致可口的“暖心饭”。初一至初四

期间，公司主要负责人带领值班

人员来到长途站、服装城、客运中

心站等公交始发站，将380余份饭

菜热汤送到在岗驾驶员手中。

对于大多市民来说，春节意

味着温暖的团聚，而对于公交驾

驶员而言，春节则意味着坚守和责

任。市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节期间，公司有近百名司机

坚守在一线度过了新春佳节。

为了让坚守岗位的驾驶员感

受节日的氛围和集体的温暖，2月

4日除夕晚上，该公交公司专门组

织在岗驾驶员及其家属到某海鲜

酒楼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春

节期间，该公司加强后勤保障服

务，并由公司主要负责人带队，为

一线驾驶员送去可口的饭菜和新

年的问候。杨泽宪是春节前夕两

家公交公司整合后由顺荣公司安

置转过来的2路驾驶员，对于新的

大家庭的贴心服务和关爱，他连

连称赞。在岗驾驶员也纷纷表

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春运工作中去，为市民乘客提供

优质、便捷的公交出行保障。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康伟玲）

本报讯 正月初五，冒着寒风斜雨，在石狮市残

联理事长陈伟祥的带领下，深圳石狮通讯行业联谊

会一行20余人一同来到蚶江残疾人家庭和婷婷儿

童福利院，看望残疾人士和孩子们，给他们带去春

节的问候和祝福。

“孩子们，这些水果让阿姨们切给大家分了吃，

使用热水器要注意安全，最好要有阿姨陪同哦。”当

天，深圳石狮通讯行业联谊会为残疾人家庭和福利

院的孩子们送去电器、零食、水果和日用品。据悉，

为了避免重复浪费，深圳石狮通讯行业联谊会相关

负责人在慰问之前就与福利院取得联系，确定最近

紧缺物品的清单，联谊会再集资购买。

这已是该联谊会第五年开展爱心慰问活动。

“春节即使再忙，也会抽空来跟孩子们聚一下。”深

圳石狮通讯行业联谊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

来，每年正月初五，该联谊会都会集中走访慰问残

疾人士和孤儿、老人，并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和生

活必需品。走访中，他们向福利院负责人了解孩子

的学习和生活近况，并与他们游戏互动。

（记者 庄玲娥）

本报讯“我在驿坂看到一辆
‘火车’往泉州方向行驶。”2月9日

下午，接到报案后，民警一路巡查，

终于在福州往泉州路上2210公里

处的应急车道上发现了疑似事故

皮卡车。驾驶员姓许，浑身酒气，

他镇定自若地告诉民警：“不是我

开的车，驾驶员去买水了。”

经勘察，民警发现，该皮卡

车右前轮轮胎早就消失不见，原

本圆形的钢圈被磨损成半个钢

圈。据泉州高速交警支队一大

队二中队中队长陈吉祥介绍，经

查，2月9日下午3时20分，90后

的许某独自一人驾驶皮卡小货

车从崇武高速入口驶入泉州环

城高速。收费站卡口监控清晰

显示，当时车内就许某独自驾

车。之后，许某驾车沿沈海高速

公路往福州方向行驶。当许某

的车驶入环城高速上田服务区

时，轮胎就已经有漏气迹象。随

后，轮胎在高速行驶中不断磨损

轮胎，直至右前轮胎皮脱落只剩

下钢圈与地面磨擦。

为了查找违法车辆的行驶轨

迹，陈吉祥翻阅监控逐个收费站

卡口逐车查看。发现，许某的车

曾驶下驿坂出口匝道，但并没有

驶离高速公路，而是原地掉头，逆

行约300多米驶入匝道，重新进

入沈海高速主线往泉州方向驶

去。此时，钢圈损坏愈来愈严重，

皮卡车一路喷着火星行驶，过路

驾驶员纷纷闪避，十分危险。

经抽血检测，许某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高达180.56mg/100ml。

目前许某已被刑拘，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之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林阿敏）

本报讯 日前，灵秀派出所举行开展交通违法处

理、流动人口管理窗口揭牌仪式。这是该所深化“放

管服”改革的又一便民措施。

据悉，灵秀派出所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管理、交通

违法处理窗口的功能化运用，为拓宽两个办证窗口

一体化项目开展，该所积极申请专项费用合并两个

办证窗口的建设。在灵秀镇党委政府的协调下，交

通违法处理、流动人口管理窗口不断优化窗口设施

设备、人员配备的运用，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记者

了解到，流动人口管理的对外揭牌，将有效促进外来

流动人口的登记和居住证的申请办理。

（记者 杨德华 李荣鑫 通讯员 林凯）

醉酒驾驶“火车”高速路上逆行

石狮市妇幼保健院

春节 为生命守岁不“打烊”

市公交公司为坚守一线驾驶员送餐、安排年夜饭——

春节“暖心饭”温暖职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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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爱心团体
情暖残疾人士和孤儿

灵秀派出所交通违法处理和流动人口管理窗口

两个办证窗口合二为一

（上接一版）全国政协委员、石
狮市旅港同乡总会永远荣誉

会长王明洋，福建九牧集团董

事长林孝发，香港全港各区工

商联会长卢锦钦，福建中医药

大学校长李灿东，泉州文旅集

团董事长龚志阳，全球贵商总

会监事会主席蔡友平，石狮青

商会创会会长杨紫明，南非侨

安会主席吴少康，北京石狮商

会会长吴新艺，上海石狮商会

候任会长吴良杰，厦门市石狮

商会会长黄朝阳，福州市石狮

商会会长傅金镇，广州石狮商

会筹备会负责人林明光，伊拉

克客商、石狮市荣誉市民哈齐

姆，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常务

副会长林佑碧，越南福建商会

会长龚书熊，石狮纺织服装商

会会长田启明，钦州福建商会

会长郭永浮，海南福建商会副

会长郑雪英，义乌泉州商会会

长蔡辉煌，宁波福建商会会长

蔡双其，杭州泉州商会创会会

长纪建强，淄博泉州商会会长

蔡心记，四川闽南商会名誉会

长洪清鹏，上海石狮商会监事

长蔡建国，菲律宾石狮市同乡

总会副会长吴光级，台湾石狮

同乡总会常务副会长董胜利，

厦门泉州商会会长李文派，文

登福建商会会长许荣芳，南通

泉州商会会长胡文彪，柳州泉

州商会会长林金龙，北京石狮

商会创会会长林添梁，乌干达

福建同乡会会长蔡汉源，坦桑

尼亚中华福建同乡会荣誉会长

蔡清票，印尼晋江总乡会常务

顾问许金聪，新西兰福建同乡

会名誉会长李农，青岛福建商

会会长李逢景，内蒙古泉州商

会会长蔡彬彬，北京福建鞋业

商会会长杨仓海，巢湖福建商

会创会会长许作伟，新华社福

建分社原副总编辑王凡凡，著

名导演伍仕贤，石狮籍著名演

员龚蓓苾等。

（记者 李琳毅 邱育钦 郭雅霞）

我们的节日�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