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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莫贪杯中酒
平安幸福到永久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 宣

本报讯 商务部日前公布2019
年新认定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名单，福建省石狮市国家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纺织服装）成功获评。

此次评选，全省共3家基地入选，石

狮也是泉州唯一一家新认定的国

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据悉，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是培育技术、标准、品牌、质

量、服务等竞争新优势的有效途

径，是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

要举措。石狮以商贸起家、以商贸

兴市。作为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

的工贸城市，石狮市委市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外经贸工作，把外贸出口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充

分发挥侨港澳台胞的资源优势，加

大商贸交流和项目合作，通过招商

引资项目带动，积极拓展国际市

场，对外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取得显著成绩。截至目前，我市出

口遍布六大洲163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亚洲市场占比最大（其中菲

律宾、中国台湾、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越南、印度为正增长的主要出

口国家和地区），其次分别是欧洲、

拉美（智利第一、巴西第二）；出口

“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市出口总额

超过五成。尤其是近年来，我市充

分发挥石狮纺织服装产业特色，巩

固石狮纺织服装外贸传统优势，推

进外贸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切实发

挥产业聚群规模效应，推动外贸高

质量发展。今年4月18日，中国石

狮商贸城的正式启动，意味着石狮

开始向国际商贸市场转化。今年

上半年，我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131.1亿元、增长64.47%。其中：出

口126.1亿元、增长72.79%。外贸

顺差121.1亿元，拉动石湖港外贸

集装箱出口增长超八成，对泉州对

外贸易增长贡献率达8%。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9月，

石狮服装城从全国38个申请市场

中脱颖而出，成为福建省唯一一个

获批的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为石狮外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遇。石狮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定位于“买全国、卖全球”，

辐射范围逐渐扩大，正吸引更多具

有国际需求优势的商户和产业集

群入驻。自2018年11月15日石狮

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首单出

口通关以来，在试点运行不到9个

月的时间里，截至今年8月2日，以

市场采购这种新贸易方式出口的

商品种类达12大类，出口版图遍及

12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值突破

10亿美元，达10.17亿美元，折合人

民币68.95亿元；已备案各类市场

主体5502家，其中采购商1066家，

供应商4206家，外贸公司142家，

货代公司45家，报关公司43家。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落地和服务措

施的到位，让石狮外贸新兴业态展

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施滨滨）

构筑“3+3+N”产业体系

开展市树市花评选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主办 石狮市创森办

石狮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编者按】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福建石狮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一文，报道我市不断拓展“海上枫
桥”模式，将“海上枫桥”祥芝样本拓展升级为“海上枫
桥”石狮集群的做法。现予转发，敬请关注。

人民日报福州8月12日电 （钟自伟、吴伟）作为
亚洲最大服装城、福建综合改革试验区，福建省石狮

市近年来推动源头治理，形成“市委市政府主导，市镇

村三级联动，专业处置健全，行业自治活跃”的“海上

枫桥经验”，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据悉，石狮不断完善镇（街道）村（社区）两级人民

调解结构网，2018年共排查矛盾纠纷2527起，调处

2527起，调处率达100%；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430起，

成功率达96.16%。设立和谐劳动关系服务中心，整合

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人社局

仲裁监察股集中办公，形成“集约平台受理，全域联动

处置，多维长效互动”为主要特点的和谐劳动关系新

模式。作为国家中心渔港的石狮祥芝镇，探索“政府

规范指导，民间广泛参与，多元调解和海上救助结合”

的“海上枫桥”祥芝样本，实现了“小事不出船，大事不

出港”。

石狮市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石狮将以“关口前

移、源头治理、平台联动、调处精准”为目标，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优势，筑牢“平安石狮”根基。

福建石狮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实现“小事不出船，大事不出港”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石狮市林业

资源站获悉，石狮市城市森林常见造林

绿化树种普查结果于日前出炉。普查

结果显示，石狮现有常见造林绿化树种

共151种51科118属。普查同时收集

了100种石狮市城市森林常见造林绿

化标本等成果资料。

据介绍，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加快推进全市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工作，市林业资源站委托第三方机构开

展城市森林常见造林绿化树种普查工

作。此次普查工作自2017年底启动，为

期两年，普查范围为全市范围内的林地

及主要城市公园绿地、主要交通干道沿

线两侧区域的绿化带，普查对象为全市

常见的造林绿化树种及天然分布的乔

木、灌木、草本等乡土树种，普查内容包括

城市造林绿化植物种类、分布与应用情

况、景观效果等。

根据普查结果，在151种常见的造

林绿化树种中，作为城市森林绿化骨架

的乔木类造林绿化树种有94种，占所

调查资源的62.3%。其中，山地造林及

天然分布的常见乔木树种多为马尾松、

木麻黄、台湾相思、麻楝、朴树等；公园

常见的乔木树种多为南洋杉、圆柏、竹

柏、高山榕、小叶榕等；市政道路行道树

常见的树种有白兰、石栗、秋枫、大叶相

思、红花羊蹄甲、大花紫薇等。

用于丰富城市森林绿化层次的常见

灌木资源有44种，占所调查种类的

29.1%。其中，常见的灌木种类有三角

梅、变叶木类、山茶花等；常用作绿篱的

灌木种类主要有黄金榕、瓜子黄杨、六月

雪等；常被用来造型的有各种杜鹃、变叶

木类海桐等；分车道绿化美化中常用的

有紫薇、海桐、朱槿等；桥底绿化美化中

常见的有鹅掌柴、灰莉及散尾葵等。

草本花卉具有千姿百态的花朵，是

构成城市森林景观的重要素材。此次

普查的草本植物资源有13种，占所调

查种类的8.6%。常用的草本植物有一

串红、鸡冠花、长春花、蜘蛛兰、龙舌兰、

美人蕉、花叶艳山姜、小琴丝竹等植物，

花坛布置中常运用的有苋草类、竹芋

类、五彩苏和洋紫苏。

普查结果建议指出，石狮市具有丰

富的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如朴树、苦楝、

山乌桕、漆树、野牡丹、杜鹃、黄栀子、朱

砂根等。大量研究表明，在城市森林建

设中，与外来植物相比，乡土植物在适

应性高、维护费用低、生态安全等方面

均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大力开发乡

土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十分必要。

市创森办相关业务人员表示，此次

城市森林常见造林绿化树种普查工作

基本上摸清了全市城市森林常见造林

绿化树种“家底”，建立和完善了城市森

林常见造林绿化树种数据库，为今后造

林绿化、建设美丽石狮、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信息。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陈晓钦）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湖滨街道获悉，位于长福社区的朵朵童世界商城目前装修进展顺利。据了解，该商城二至三层

公共部分土建工程包括围隔、地面铺砖工程，强电工程、公共部分照明、中庭立面装修等工作已完成，整座商城已具规模。

该商城现正在对外火热招商，值得一提的是，该商城二楼、三楼已经基本入驻完毕。 （记者 陈嫣兰 李荣鑫）

石狮改革进行时
主办：石狮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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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备受瞩目的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

消防员运动会在四川成都盛大举行。石狮法院法警

龚海勇、王奇烦，以及泉州中院法警郝贵斌，安溪法院

法警陈榕钜，泉港法院法警曾小龙一同代表泉州法院

参加比赛。

在半程马拉松项目赛中，泉州法院代表队取得不

错成绩。其中，泉州中院法警郝贵斌获世警会男子

45+年龄组第五名，泉港法院法警曾小龙获中国法警

跑团男子组第一名，石狮法院法警王奇烦获中国法警

跑团男子组第六名。

据了解，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简称“世警

会”）是一项世界范围内的体育赛事，素有“警察消防

员奥运会”之称，每两年举行一次。本届运动会系首

次在亚洲举办，来自全球7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的近万名警察、消防员作为运动员参赛。此次赛事

上，全国共有205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参赛。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程耕轮）

石狮法院法警
征战世警会获佳绩

石狮市城市森林常见造林绿化树种普查结果出炉

石狮常见造林绿化树种多达151种
本报讯 作为我省贯彻落实高职扩招100万的重

要举措之一的2019年高职“二元制招考”日前正式启

动，我市地面上的2所高校17个专业参加招生。

据悉，从2016年开始，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高职教

育“二元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单独组织

考试、单列招生计划，授权有关高职院校，采取“文化综

合考试+专业基础考试与岗位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试

办法，会同合作企业单独组织考试和录取，招收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职员工，构建了职业院校和企业深度融合、

分工合作、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机制，受到了学校、企

业、学生的普遍欢迎。

今年我省“二元制招考”招生院校共有45所，涵盖电

子商务、工程测量技术、建设工程管理等312个专业点，

合作行业企业达617个，与去年相比在招生院校、专业点

和合作行业企业方面都有较大幅度提升。其中，我市地

面上有2所高校参加招生工作，分别为：泉州纺织服装职

业学院的染整技术、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幼儿发展与

健康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纺织材料与应用、服装设计

与工艺、广告设计与制作等专业；泉州海洋职业学院的

机电一体化技术、工商企业管理、表演艺术、轮机工程技

术、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港口与航运管理、海洋工程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船舶工程技术、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等专业。“二元制招考”的对象为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

在职员工，由试点高职院校单独组织考试、单列招生计

划进行录取。“二元制”学生取得的学历证书为全日制专

科学历毕业证书，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8月13日，市人大凤里活动组举行集中

活动，调研凤里辖区部分重点项目，并召开学习讨论

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清木参加调研。

活动中，活动组一行人听取了凤里街道相关负责

人关于凤里在建重点项目的总体情况介绍，现场参观

了狮仔山片区项目改造现场、石狮市实验小学、凤里

第二中心幼儿园等在建重点项目。每到一处，代表们

都饶有兴趣地向项目负责人提问，深入查看项目进展

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随后

的学习研讨会上，大家还与有关重点项目负责人做进

一步交流，积极为项目建设建言献策，对我市幼教、古

街区保护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吴清木对凤里街道今年在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工

作中所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凤里继续加大工作

力度，全面推进重点项目的落地，从行动上、智力上助

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陈嫣兰）

人大凤里活动组
调研辖区重点项目

我省高职
“二元制招考”启动

本报讯 8月13日，泰中友好基金会启动仪式在泰

国曼谷举行。石狮蚶江镇莲埭乡贤、泰国石狮同乡总

会暨泰国石狮商会创会会长林嘉南先生荣任泰中友

好基金会主席。中国侨商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泉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中共石狮市委员会、石狮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发去

贺信贺电，祝贺泰中友好基金会正式启动。

据悉，泰中友好基金会将积极响应并融入“一带

一路”倡议，以慈善公益为主体，旨在通过基金会平

台，凝聚社会力量，开展扶贫济困、助学兴教等各种公

益慈善活动，推动中泰两国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为

弘扬华商文化、促进中泰友谊作出不懈努力。一直以

来，乡贤林嘉南始终不忘爱祖国爱家乡的优良传统，

情系桑梓，借助泰国石狮同乡总会暨泰国石狮商会平

台，在团结服务乡亲、敦睦乡谊、造福桑梓等方面作出

贡献，积极促进泰中两国的友好往来与发展，协助新

侨融入当地社会，支持会员发展自身事业，并鼓励会

员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公益慈善活动，促进中泰经贸

文化交流与合作。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郭为民）

石狮乡贤林嘉南荣任
泰中友好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