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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装车、报废车
实行强制报废
中共石狮市委政法委、综治办 宣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在第

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

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0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

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

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

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

会上讲话。她说，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心育人，

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德树

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

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

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

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718名“全国模范

教师”、79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597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以及1432名“全国优秀教

师”、158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者”，授予1355项“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10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

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

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通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川

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

宝龙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本报讯 2019年石狮市教育大

会暨石狮市教育基金会、蔡友玉教

育基金会表彰仪式举行。市委副书

记、市长黄春辉讲话；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廖春园主持会议。旅菲侨亲

洪淑佩女士及其家族成员，市领导

林自育、施心新、李斌、陈东华，以蔡

友铁为总领队、陈天赐为领队、蔡章

作为名誉团长、蔡明凯为团长的菲

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回乡庆贺团一

行，市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陈贻萍，市

慈善总会会长李丽月，以及市直有

关单位、各镇（街道）、高新区、在石

高校、各中小学幼儿园的负责人，市

教育基金会理事和主要捐赠单位，

获表彰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黄春辉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全市广大教职工致以节日的问

候，向长期以来始终关心支持石狮

教育事业发展的海内外乡亲致以崇

高的敬意！

黄春辉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

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观点。去年教师节，习总

书记亲自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省、泉州市先后召开教

育大会，进行贯彻部署，提出具体要

求。全市各部门单位要对照要求，

强化使命担当，全面抓好贯彻落

实。要提升站位抓落实，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认真学习领会、全面准确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好

地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要补齐短板抓落实，坚持在规划

布局、财政投入、项目安排等各方面

体现“优先”，加快推进29个、总投资

13.7亿元的教育事业“补短板”项目，

确保2020年底前完成目标任务。要

紧盯质量抓落实，围绕《石狮市教育

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策划实施更多具体任务、措施、

项目，推动我市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

升。要创新机制抓落实，总结固化我

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首轮合

作成果，抓紧准备启动第二轮合作项

目； （下转二版）

2019年石狮市教育大会举行

学府公园C区边的石头山浮雕，在灰塑造型完成后，如今已经开始大面积地“上彩”了。通过堆剪粘瓷、颜料上色结
合，一组组充满着浓郁“海丝”风情的图案跃然墙上。对比此前的灰塑模型，上色后的图案让整堵景观墙生动起来。城投
集团城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工期安排，整个浮雕工程将在国庆前夕完工。（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通讯员 郭文灿）

本报讯 近日，2019年全国科普日福建省主场活

动启动仪式在福州举行。石狮市政府副市长黄延艺

出席仪式。

活动为第二批2016-2020年度福建省科普示范县

（市、区）授牌。黄延艺代表石狮市接受授牌，并作为

福建省唯一一个县（市、区）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据了解，今年福建省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为“礼

赞新时代、智慧新生活”。9月上旬至10月期间，主办

方将集中动员组织社会各界，深入农村、社区、学校、

企业等，开展闽江科学传播学者八闽行活动、航空科

普嘉年华活动、科技馆联合行动、乡村振兴科普联合

行动等多形式、广覆盖的系列活动。石狮市届时也将

同步开展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现场咨询、科普讲座、

科普表演、科普宣传、开放日和网络活动等各类重点

科普活动。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陈彬彬）

来自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凝心聚力 赶超攻坚

今日要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0日下午在中南海

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

代表。李克强表示，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

利益。双方应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本

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求同存异，找到双方

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 （新华）

本报讯 9月10日，石狮市2019年新型职业农民

暨益农信息社信息员培训班开班。我市农业经营主

体、现代创业创新青年（返乡创业大学生、农民工）、种

养户、益农信息社信息员等近百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6天，特邀福建农林大学、闽南理工

学院、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高校的专业讲师

授课，内容主要包括新型职业农民综合能力与素质提

升、乡村产业振兴、农产品质量安全“一品一码”追溯管

理与品牌建设、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农产品

电子商务等。培训期间，还将组织学员们前往福清市

有关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家庭农场、创客农场，围

绕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休闲旅游、创意农业等内容开

展现场教学。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陈杰东）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充分落实最

高院“一号检察建议”，让孩子远离侵

害，让迷途少年不再徘徊，让“法”根治

孩子心中，给孩子们最有“温度”的司法

保护，形成了一套具有石狮特色的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方法。

针对学校聘用老师、校车司机等人

员未经过政审，与学生频繁接触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问题，我市率先在全省推行

教育从业人员准入查询机制。为此，市

检察院、公安局、教育局共同出台了《教

育从业人员准入查询工作规定》，将上

述人员纳入查询范围，明确具有七类违

法犯罪记录者不得从事教育行业，把好

入职审查关。 （下转七版）

石头山浮雕“上彩”了

石狮创新未成年人保护司法工作方法

给孩子们最有“温度”的司法保护
强基促稳在行动

2019年福建省
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石狮获“福建省科普示范市”授牌

并作典型发言我市开展2019年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本报讯 9月10

日下午，磊鑫集团卢

厝村乡村振兴基金捐

赠仪式在锦尚镇卢厝村举行。福建磊鑫集团董事长

卢荣兴、总裁卢荣智昆仲响应移风易俗号召，简办其

父卢文普八十寿宴，现场捐赠卢厝村乡村振兴基金

1000万元，其热心公益事业，助力家乡振兴的善举，赢

得了村民的一致赞许。石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宏参

加捐赠仪式。

记者了解到，卢厝村村民卢文普一直热心公益，在

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卢荣兴、卢荣智也积极捐资公

益。10年前，卢荣兴、卢荣智昆仲就响应移风易俗号

召，简办父亲卢文普七十寿宴，出资100万元建立泉州市

首个村级党员互助基金，开展党员互助活动；2016年，

在其母亲七十寿庆之时，他们也是坚持简办寿庆，捐资

公益42万元。10年后，在卢文普八十寿宴到来之际，在

卢文普倡导下，卢荣兴、卢荣智昆仲再次带头作表率，

简办寿宴，捐赠1000万元给卢厝村乡村振兴基金，用

于支持村居乡村振兴建设。其中，100万元捐给卢厝

村老年协会，用于中秋慰问老人及老年公益事业发

展；在锦尚镇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试点镇

建设之际，磊鑫集团积极响应，支持卢厝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工程，在卢厝修建8个微景观公园，为村民提

供休闲娱乐场所，为村居营造优美环境；在卢厝狮阵

争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际，以800万元支持

卢厝狮阵文化传承馆建设，为其提供展示、交流场

所，让卢厝村民能够更好地传承狮阵精气神，擦亮卢

厝狮阵品牌。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作为）

我市移风易俗
公益捐款再创新高
福建磊鑫集团捐赠卢厝村乡村振

兴基金1000万元

乡风文明�移风易俗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我市举行第八届“宗教慈善
周”启动仪式，泉州市校园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谢和基，

石狮市领导林天虎、施心新、黄延艺、郭丽莲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共举行8个慈善项目捐赠仪式，分别为：

石狮城隍庙向宽仁实验小学捐建阶梯教室仪式、市佛

教协会向宁德西胜村捐建闽东独立团旧址仪式、市佛

教协会向德化县大溪村捐资仪式、市基督教“两会”向

石狮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捐建“心天地”多媒体互动

阅读教室仪式、石狮基督教堂向新华社区捐资仪式、廿

一都普渡公宫向慈爱老人院捐资仪式、慧源禅寺向郭

坑教育基金会捐资仪式、石狮龙显宫向前垵福利基金

会捐资仪式，共筹集111万元慈善款。

活动旨在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

业，团结带领信教群众大力弘扬宗教讲究奉献、乐善好

施的优良传统，广泛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去年，全市宗教界围绕扶

贫济困、奖教助学、敬老养老等方面，捐赠公益慈善资金

超过千万元。就进一步做好宗教慈善工作，黄延艺指

出，要不断完善宗教慈善工作体制机制，要继续加大对

宗教公益慈善投入。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陈明朗）

石狮市第八届
“宗教慈善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