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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习近平强调，中
国和巴基斯坦是独一无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巴
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坚如磐石，中巴合作始终
保持旺盛生命力、不断拓展深化。中方始终
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涉及
巴基斯坦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将继
续坚定支持巴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战
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打造新时代更紧密的中
巴命运共同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宣布：应印度共

和国总理莫迪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

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对

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均据新华社）

本报讯 10月9日上午，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安排，泉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林万明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主题，莅临石狮

开展调研，石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廖春园陪同调研。

林万明一行深入泉州鹏泰服饰有限公司，详细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各级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

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随后，林万明与企业家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企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企业家们畅所欲

言，就推动创新发展、落实减税降费、完善营商环境等

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林万明指出，要深入民营企

业，主动靠前服务，诚心实意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着力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希望企业家们坚定发

展信心，坚守实业，加快转型升级，坚持创新创业创

造，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记者 胡丹扬）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全域旅游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石狮市扶

持旅游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以进一步加快发展

石狮旅游业，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城市文化内涵。《措施》明确，石狮

市财政每年将安排旅游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1000万元，主要用于开发旅

游资源、培育发展旅游业态、建立客

源引入机制、开展旅游宣传营销、培

养旅游人才等五个方面的工作。

鼓励创建A级景区

石狮拥有六百年古卫城、十里

黄金海岸、万亩城市公园等丰富的

旅游资源，如何对现有旅游资源进

行有效开发整合，实现最大效益？

《措施》提出，将培育旅游品牌，鼓励

创建A级景区。其中，对于镇（街

道）牵头将所管辖公共旅游资源

申报创建为国家3A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的，给予创建主体一次性

30万元项目启动奖励；对新评为国

家4A、3A级旅游景区的，分别给予

创建主体一次性200万元、100万元

奖励；镇（街道）牵头创建A级景区

获评后，前三年每年分别安排60万

元、50万元的建设项目提升补助；

对于镇（街道）将所管理的公共旅游

资源创建为A级景区并引进专业运

营团队的，经营满一年的，经考核后

按照优、良、合格三个档次，分别给

予专业团队50万元、40万元、30万

元的奖励，连续考核奖励三年。

为提升旅游绩效，《措施》明确，

对新评为旅游度假区（或生态旅游示

范区）、乡村旅游休闲集镇（或旅游休

闲集镇）、旅游特色街区、乡村旅游特

色村（或旅游村）、省级三星级以上的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泉州特色旅游风

景道、泉州市特色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的创建主体及单位或新评为国家级、

省级观光工厂的企业，按国家级、省

级和泉州市级的标准，将分别给予一

次性70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奖励。

助力民宿聚落发展

根据当前石狮旅游相关业态发

展不均衡的现状,《措施》指出，将发

展新的业态，助力民宿聚落发展。

其中，对由镇（街道）牵头整体打造

的民宿聚落村，给予镇（街道）50

万元启动资金扶持；经市文体旅

游局和所在镇（街道）验收合格的

民宿，有独立卫生间的客房按

6000元/间进行补助；对镇（街道）牵

头打造民宿聚落村并引入经验丰富

专业机构托管的，每年按优、良、合

格三档对托管机构进行评定，分别

给予30万元、25万元、20万元的运

营奖励；对于全国各省市县区民宿

协会会长、秘书长投资本地民宿并

担任法人的，鼓励其发挥行业招商

引领作用，每引进一家民宿且经营

满一年的分别给予10万元招商奖

励，封顶30万元；鼓励民宿转为限上

管理企业，对首次列入限上管理的

民宿企业给予10万元企业成长奖

励。

鼓励旅行社开展地接

发展旅游，需要源源不断的客

源，这样才能带动消费，做大旅游市

场。针对此，《措施》提出，将精准对

接客源，鼓励旅行社开展地接。对

于旅行社“坐商”地接的，给予一定

奖励。如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石狮以

外的国内旅游团队（每团不少于15

人），游览经市文体旅游局推荐的不

少于3个景点的，给予地接奖励，每

接待1人次奖励5元，每家每年最高

不超过20万元。另外，《措施》还指

出，为逐步培育来石狮的团客市场，

鼓励我市旅行社“行商”，开通从外

地来石狮的定时、定点、定线的旅游

包车，每年在完成约定的引流目标

后可申请包车奖励。 （下转二版）

石狮出台扶持旅游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
每年安排1000万元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本报讯 10月6日，记者以俯瞰的

角度，全景式地定格下了学府路石头

山浮雕的美。在国庆前夕，位于八七

路和学府路交叉口的这面浮雕墙，已

经落架完毕，露出“庐山真面目”。

据项目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是我市第一面采用堆剪工艺的

景观墙，其堆剪面积之大，在泉州地

区同类景观项目中名列前茅。经过

白描、打底、按模、粘瓷等步骤，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图案被“搬”到墙面上，

更富立体感。

整幅浮雕体现的是石狮向海而

兴、搏击风浪、扬帆远航的城市精

神，如一卷展开的画轴，画面中紧凑

囊括了石狮子、宝盖山、姑嫂塔、再借

亭、讨海人、远行船等元素，很好地彰

显了石狮这座滨海城市的人文品格，

极具浓郁的“海丝”风情。

在此之前，这里是石头山的一个

切割面，在形象上无疑同旁边提升后

的学府公园C区不搭调。而今，改造

成一面主题鲜明、色彩浓烈的浮雕后，

既提升了这一路段的整体景观形象，

对整个宝盖山景区而言，也丰富了观

景层次。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本报讯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近来，

一些市区主次干道两侧的交通护栏不

见了，城市街景更通透，商业氛围有提

升。据悉，这是我市实施拆除城区主次

干道两侧交通护栏工程带来的变化。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我市

拆除提升主次干道交通护栏工程于8

月份试点启动，9月份全面推开。其主

要任务是拆除道路两侧交通护栏，保留

道路中央隔离护栏。截至目前，已累计

拆除护栏16000米，涉及香江路、南洋

路、回兴路、八七路、东港路、宝岛路、福

辉路等市区主次干道。

“交通护栏的建与拆，皆是文明。”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城区交

通护栏建于2013年前后。其建设的初

衷，就是培育市民良好行为习惯，提升

城市文明程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其

时，石狮开启大规模城市建设，推动城

市能级提升，城市硬件基础设施显著改

善。但同时，出现了市民文明素质等软

件环境与硬件设施不匹配的现象，交通

秩序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为改变交通

乱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委、市政府

决定，参照先进城市的做法，对城区道

路增设交通护栏。初期，不少市民很不

适应，出现了一些随意跨越交通护栏甚

至人为破坏交通护栏的情况。市政府

和相关职能部门一方面及时维护，防止

“破窗效应”；另一方面加强管理，耐心

做好文明劝导工作。经过长时间努力，

市民文明交通习惯逐渐形成，城市交通

秩序根本好转，交通安全水平显著提

升。2017年11月，石狮正式获评全国

文明城市。城区交通秩序的根本改善，

立了关键一功。

当下石狮拆除城市交通护栏，则是

基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奠定的基础，是

城市文明提升结出的宝贵硕果。城管

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城市商业氛围，8月份，我市尝试拆

除了八七路、子芳路两侧部分交通护

栏。起初，相关部门还担心护栏拆除后

会出现乱停车、乱摆摊，以及交通事故增

多等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心的问

题没有出现。经过这些年创建文明城市

的努力，市民良好的行为习惯已经养成，

城市文明已经显著提升进步。只要管理

跟上，过去曾存在的交通秩序、市容环境

混乱状况，已不可能再在石狮城区重演。

据了解，我市拆除城区道路两侧交

通护栏的要求是“应拆尽拆”。目前，相

关部门仍在有序推进交通护栏拆除提升

工作。（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王克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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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拆除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交通护栏
交通护栏的建与拆，折射石狮城市文明提升进步

构筑“3+3+N”产业体系

泉州市委统战部领导
莅石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总工会出台《石狮市职工活

动场所建设补助经费的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进一

步规范我市基层工会职工活动场所建设补助经费的

使用和管理。

根据试行办法，在职工活动场所建设中遇到经费

困难的各级工会组织可以申请经费补助。镇（街道）

总工会、高新区总工会、市直各系统工会职工活动中

心，经市总工会验收合格后，按投入使用的面积及配

套的相关设施综合评定，每平方米给予500元的补助

经费，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市直机关工会、村

（社区）工会、非公企业工会新建职工活动场所，经镇

（街道）总工会、高新区总工会或市直各系统工会验收

合格后，按投入使用的面积及配套的相关设施综合评

定，每平方米给予100元的补助经费，最高补助额度不

超过5万元。

《办法》指出，各级工会组织申请补助经费，五年

之内不重复申请，且获补助的活动场所三年内不得挪

为他用。各镇（街道）、系统工会也要加强对职工活动

场所的管理，定期组织对辖区内获得职工活动场所补

助的单位、企业进行走访复查。市总工会将根据实际

需求，提前编制年度职工活动场所建设补助专项经费

的预算，并有步骤、有计划，在年度预算控制的额度范

围内下拨补助经费。同时将定期开展对获得补助的

单位进行随机抽查验收，确保专款专用。

近年来，市总工会鼓励各级工会积极新建职工活

动场所、设施，并对符合建设标准的新建职工活动场

所进行实地勘察，验收合格后按照相应的标准给予经

费补助。得到补助的单位也将经费专项用于完善提

升职工活动场所，既丰富职工业余生活，也对创建拴

心留人的良好工作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此次《石狮市

职工活动场所建设补助经费的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的出台，也将进一步调动我市各级工会组织建设职工

活动场所的积极性，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颜晓岚）

本报讯 省教育厅日前确定了2019年福建省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样本县（市）。据悉，10月中旬，省教育

厅将组织专家组，对我市的义务教育学生学习质量状

况进行监测。

近年来，我市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质量

监测工作中，采取“不定学期、不定年级、不定学科”的

“三不定”措施，随时进行抽查，以检验学生真正的学

习质量，取得良好的效果，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充分

肯定。据介绍，我市作为2019年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样本县（市）后，监测内容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科学、

德育学习质量及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主要因素。监

测对象为所有样本校小学（简称“样本校”）2018-2019

学年四年级学生，以及2018-2019学年四年级科学教

师、德育（道德与法治）教师，学校校长；所有样本校初

中2018-2019学年八年级学生，以及2018-2019学年

八年级科学（物理、生物、地理）教师、德育（道德与法

治）教师，学校校长。根据上级要求，每个样本县（市、

区）原则上抽取一定数量样本小学、样本初中，每个样

本校再抽取一定量样本学生，再进行学科测试和问卷

调查，同时，对样本校校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陈宇平）

新建职工活动场所
最高补助20万元

石狮被确定为省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样本县（市）

本报讯 10月9日，记者从石狮市民政局获悉，经

各镇（街道）申报，结合实地走访情况，我市确定10个

村（社区）创建2019年“一定五化”新型示范社区。对

按要求建设“一定五化”新型示范社区的城乡社区，依

据验收结果，将给予3万元至7万元的补助，各镇（街

道）也会相应安排配套资金予以补助。

10个创建“一定五化”新型示范社区的村（社区）

具体是：湖滨街道林边社区，凤里街道后花社区，灵秀

镇钞坑村，宝盖镇塘后村、铺锦村，蚶江镇水头村，永

宁镇郭宅村，祥芝镇大堡村，鸿山镇东埔二村，锦尚镇

东店村。

据介绍，“一定五化”是指定发展目标、布局功能

化、管理智能化、服务人本化、协作社会化、保障多元

化。依托“一定五化”，试点村（社区）可合理配置社区

服务设施，基本建成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主体，各

类专项服务设施相配套的综合性、多功能社区服务设

施网络，实行“一站式”服务，完善环卫、停车、休闲、购

物、保健、养老等专项配套服务设施。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有“一定五化”新型示范社区

27个，推行“一定五化”治理机制的城乡社区59个。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涌涌）

10个村（社区）今年将创建
“一定五化”新型示范社区

本报讯 10月 8

日，记者从玉湖社区

获悉，该社区居民蔡

秀丽简办90大寿，捐资20万元在新湖中心小学设立

“蔡秀丽奖教基金”。

据了解，蔡秀丽及其家族成员一直以来都热心家

乡教育事业，关注家乡公益、文体事业建设。日前，蔡

秀丽迎来90大寿，蔡秀丽及其家族成员吴光雄、吴光耀

决定简办喜事，把节约下来的20万元人民币捐资公益，

在新湖中心小学设立“蔡秀丽奖教基金”。此举旨在激

励教师勤奋工作，积极进取，营造奋发向上的良好风

气，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记者 陈嫣兰）

玉湖社区居民蔡秀丽

简办90大寿
设立教育基金
乡风文明�移风易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