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业集团主管 石狮日报社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5-0063

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SHISHIDAILY

本期
推荐

问题“随手拍”

线下即整改国内
5版

今
日
天
气

西南风3-4级

沿海5-6级

白天最高温度32℃

夜里最低温度27℃

石狮市气象局发布

阴

新闻热线:13959900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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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投诉: 0595-
88875123 88727019

网址:www.ssrb.com.cn
电子邮箱:ssrb93@163.com

读者热线:0595-88727030
广告热线:0595-88727012

《收藏快报》编辑部
0595-88727095

《东方收藏》编辑部
0595-88727096

《石狮侨报》编辑部
0595-88727058

扫描二维码
下载石狮日报
手机APP客户端

公众微信平台

“雪龙2”号正式交付

首航将直奔南极 热线
7版

2019年7月

12 日
星期五

今日8版
农历己亥年六月初十

第7703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交通安全从我做起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 宣

本报讯 细心的市民可能会留

意到，到了晚上9点多，在农贸路、

琼林中路、步行街等繁华路段仍然

有环卫工人在清扫保洁，街道环境

干净整洁。这是石狮环卫一体化

PPP项目运行后增加的夜间保洁作

业模式，提高重点路段夜间保洁能

力，让市民群众逛街时享受干净整洁

的城市环境。4月1日，石狮市环卫

一体化PPP项目正式运作，记者从石

狮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如今项目运

行已有三个月，石狮环卫一体化PPP

项目实现平稳过渡，城市垃圾清运量

从项目运行前的日均清运745吨提

高到目前日均清运840吨，城市环

卫保洁效率进一步提高。

实施环卫一体化PPP项目是我

市推进城市治理改革的一项重要

举措。据石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石狮市环卫一体化

PPP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石狮城

市管理运营水平。根据PPP合同，

项目公司石狮龙马环卫公司将在

项目合作前三年投入3000万元以

上资金，对石狮市老旧生活垃圾中

转站压缩设备、垃圾转运车辆、垃

圾收集容器等进行第一轮更新改

造，在项目合作8~10年完成新一轮

更新改造。项目合作期间，石狮市

环卫设施设备可稳定保持较高的水

平，有利于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改

善。另外，PPP模式将传统政府出资

项目转化为社会资本方出资改造提

升项目，也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

该项目的实施，从根本上打破了原

先镇（街道）与镇（街道）之间、村（社

区）与村（社区）之间的辖区划分，使

政府从以往面对多家服务供应商的

“一对多”监管，进化为面对一家集

成服务供应商的“一对一”监管，有

效避免辖区间、服务商间的推诿扯

皮，彻底消除“三不管”地带，实现大

环卫服务区域全覆盖。

据石狮龙马环卫公司负责人

介绍，石狮环卫一体化PPP项目正

式运行后，为确保项目平稳交接、

运营，石狮龙马公司立即组织进行

环卫大清理，完成了卫生死角、陈

年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大清理，改

善石狮环卫卫生基础。项目运行

以来，石狮龙马公司增加了作业人

员和作业时间，作业人员由原来

800多人增加到现在1250多人，由

平均每天清运一趟增加到2趟，同

时提升环卫工人薪资待遇，加大环

卫工人和管理人员培训，统一环卫

作业标准和操作规范，增强环卫工

人责任意识，提升石狮环卫形象；加

大各类资产设施、环卫作业车辆的

引进投入，目前已有养护车、雾炮车、

垃圾压缩车、电动保洁车等机械作业

车辆183余台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

机械化作业率，保证环卫作业质量，

提高城市保洁效率；改善原有作业模

式，建立快速保洁作业队伍，按作业

路段要求巡回保洁，快速支援处理附

近路段的大面积滴洒漏及其他的突

发情况，增加垃圾箱果皮箱清洗及夜

间保洁等作业模式，提升周边环境，

有效保持城市夜间环境整洁；加快建

设智慧环卫系统，目前手机系统App

及GPS定位系统已安装，实现对人员

及车辆考勤、定位、工作轨迹的“一屏

掌控”，随时掌握人员、作业车辆的作

业情况以及环卫事件处理情况，结合

数据形成信息化管理，从而提高生产

作业质量和效率。石狮龙马环卫公

司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石狮龙马将

继续加大PPP投入，建立统一收运

体系和提升转运体系，进一步加强

管理人员和环卫工人培训，加快建

立形成符合石狮当地特色的作业模

式和作业规范，提升城市环卫服务

能力。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石狮环卫一体化PPP项目

已实现平稳过渡良性运行，接下来

将对项目运行提出更高要求。同

时加大监管力度，完善主管部门、

镇办、村级的分级联动考评机制，

实现环卫服务质量的全覆盖考核，

有效提升石狮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工作水平，持续改善石狮城市卫生

环境。 （记者 洪诗桂）

本报讯 7月11日，记者来到位于

石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楼的市民

急救技能体验点，两名救护培训师正

向前来体验的市民演示急救技巧。记

者注意到，该体验点除了有各种急救

器材，还设有体验区、值班区。市民可

通过操作示意图，在救护培训师的指

导下，近距离了解、操作急救用品，提

升急救技能。

记者从石狮市红十字会了解到，

该体验点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免费向

市民开放，将有救护培训师轮流值班，

为市民提供急救培训。

全民普及急救知识，能够有效减

少猝死事件的发生。据石狮市红十字

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大社会公众急

救知识与技能培训普及，完善社会急

救体系，是打通院前急救“最后一公

里”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对现阶段院前

急救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现实意

义。 （下转五版）

市人大专题视察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7月11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
对我市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并召开汇

报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清木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石狮市港口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

港口项目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基础设施建

设情况汇报。视察组成员分别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吴清木表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港口发展，近

年来石狮市各大港口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港口面貌不

断改善。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意义，在肯定已有成绩的同时，继续挖掘港口

潜力，持续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解决不足。市人

大常委会将进一步加强调研，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

参考。 （记者 林本鸣）

本报讯 7月11日，石狮市举办2019母婴文化秀，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纪念7月11日

世界人口日，引导社会关注关爱母婴健康，助力儿童

早期发展。省计生协会副会长陈奎，泉州市计生协会

党组书记、常务专职副会长张艺斌，泉州市计生协会

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黄凤南，石狮市委副书记庄玉

海，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狮市计生协会会长

施心新，石狮市政府副市长黄延艺，以及石狮市计生

协会理事，各镇（街道）孕妈及产后2年内的妈妈们参

加活动。

施心新在讲话中表示，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今

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计生协会改

革的全面落实之年。在这个特殊的时点，泉州市计生

协会、中共石狮市委宣传部、石狮市计生协会及石狮

市卫生健康局联合举办“礼赞新中国 会员建新功 喜

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年石狮市母婴文化秀，旨

在进一步宣传贯彻“健康中国”战略和“幼有所育”部

署。他要求市计生协会在上级计生协会和石狮市委

的领导下，加快转型步伐，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拓宽服

务领域，促进服务创新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以育龄

群众和家庭喜闻乐见、便于参加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

作，努力做到精准服务、供需对路；要立足社区和家

庭，进一步发掘和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回应育龄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

活动期间，相关人员进行母婴文化秀，展示新时

代母亲新形象。 （记者 许长财 颜华杰）

本报讯 近日，我市印发《石狮市涉

氨制冷企业专项整治方案》，对全市不

符合村镇建设规划、与民用建筑的防火

间距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环境污染严

重的涉案制冷企业进行专项整治。

专项整治分为宣传动员、全面排查

和安全整治三个阶段进行，为期9个月。

整治对象具体包括：氨机房与民用建筑

的防火距离小于25米的（注：住宅、办公、

商业等建筑均属于民用建筑），存在工业

污水和废气排放情况及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

没有办理使用登记的，不重视消防工作、

消防问题突出、对存在的消防隐患拒不

整改或整改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届

时相关职能部门将通过开展联合专项检

查整治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涉氨制冷

企业搬迁一批、转行一批、关闭一批，以

便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全

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周德志）

本报讯 上半年，我市

监测到药品不良反应229

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12

例，化妆品不良反应15例。

这是记者从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石狮市卫生健康

局联合举办的2019年药械不良反应培训班上获悉的。

记者获悉，早在2009年，我市就已启动药械不良

反应的监测。目前，我市已实现包括药品、化妆品、医

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点的覆盖。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

以及药品经营企业是报告的主要来源。市市场监管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发现已上市药品有新的严重不良

反应和严重不良事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部门，都会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引导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和公众

规避风险，保障群众用药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也鼓励消费者在使用药品、医疗器

械过程中，如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症状，可第一时间

向药品经营企业反映，或到医疗机构就诊、咨询；使

用化妆品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可到我市监测哨点

医院石狮市总医院、石狮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咨询，

诊断确诊后，由监测哨点医院向市不良反应监测中

心报告。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陈雅萍）

石狮积极开展未成年人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

司法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工

作，石狮检察院、石狮法院充分发挥各

自职能，通过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心理

辅导等救助措施，及时帮扶司法过程中

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

在办案中，石狮检察院注重保护未

成年被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

益，探索推动对未成年人被害人办案、

救助一站式服务，通过筹集专项救助资

金，并专款用于对未成年人被害人进行

心理治疗、就学、就医等事项。同时，联

合刑事执行和刑事申诉部做好未成年

人被害人的安置和司法救助工作，协调

心理咨询师介入，协调司法局做好法律

援助工作。

对于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刑事

案件的被害人属于未成年人的，石狮法

院依法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同时责令被

告人退赃或赔偿损失，积极为未成年人

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切实保护未成年

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近年来电

信诈骗案件频发，石狮法院在审理此类

案件时，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权

益维护，积极追赃。目前已为未成年人

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近5万元。

（记者 郑秋玉）

今日要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7月11日表示，双
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的要
求，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
目前，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下一步具体安排保
持沟通。近期，美方决定对此前加征关税的
110种中国商品免征关税，对此，高峰表示，据
了解，这是美方正常的关税排除程序。中方也
已建立了相应的关税豁免机制，将根据企业申
请进行处理。高峰还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真正
落实承诺，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
业的错误做法。 （新华）

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
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共建美丽石狮
主办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

石狮环卫一体化PPP项目实现平稳过渡

石狮举办母婴文化秀

急救体验点免费开放 市民可学急救技能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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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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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上半年监测
256例药械不良反应

石狮开展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整治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石狮今年普通高中
招收推荐生340名

本报讯 今年我市6所普通高中学校可面向本校

初中部招收部分品学兼优的高一推荐生共计340名。

据悉，普通高中推荐生招收计划具体为：石光中

学40名，石狮一中40名，厦外石狮分校100名，永宁中

学40名，石狮三中40名，石狮八中40名，华侨中学40

名。推荐办法为：必须具有推荐学校正式学籍且连续

就读2年及以上的2019年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一

级达标（含厦外石狮分校）学校推荐依据原则上以学

生初三上学期的成绩（语数英物化五科）占比60%、初

二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语数英物四科）占比40%，按

折算后成绩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入围对象（如果折

算总分相同，则分别按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折算总

分高低确定入围推荐名单）。二三级达标（含华侨中

学）学校推荐依据原则上以学生初三下学期的石狮市

质检和泉州市质检成绩（语数英物化五科）位居年段

前100名作为推荐依据，确定入围推荐名单。达标学

校的推荐生实行提前批录取，推荐生必须参加本市中

考且符合统招生入围条件，中考投档分达到招收学校

统招生的最低录取线6分以内（含6分）即可录取为推

荐生。已录取为推荐生的考生，不得再参与提前批以

后的达标高中各批次的录取；推荐生未被录取的，按

照考生填报的志愿，可参与达标学校统招及后面批次

的录取。招收学校的推荐生名额未招满的，其剩余的

名额回收，纳入该招生学校中考中招“统招生”批次录

取。 （记者 许小雄）

82名残疾人
获居家托养补助

本报讯 我市日前

确定82名残疾人为石

狮市2019年残疾人居

家托养项目的补助对象，将按每人2000元给予补助，

共发放补助资金16.4万元。

据悉，残疾人居家托养项目主要是帮助有托养服

务需求，在劳动年龄段内（男16~59周岁，女16~54周

岁）、未就业，属于当地扶贫建档立卡户、城乡低保户和

其他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

人。近年来，我市每年都实施残疾人居家托养项目，确

定一批残疾人补助对象予以补助，有效缓解了全市重

度贫困残疾人的家庭负担，改善了智力、精神和重度残

疾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全面提升了智力、精神和重度残

疾人托养服务能力和水平。 （记者 许小雄）

关注民生补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