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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对密集排

列而且相对较小的物体

很敏感，甚至产生恐惧，

他们看见这些物体或图

片会越看越心烦，严重

的可能会出现头晕、恶

心、心跳加速等。

现在经常被提及的密集恐惧症，是近年来随着网

络发展才被人们所熟知的名词，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

分恰当，在精神和心理医学领域并不存在这样的诊

断。密集恐惧症并不是一种病理，而是一种心理现

象。目前的科学研究认为，引起密集物体恐惧的原因

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密集的物体本身是警戒色，对密

集物体的恐惧，可能是人体本能的保护反应；另外一

种观点则认为，有些组合成“密集体”的物体本身就具

有让人恐惧恶心的特点，当它们重叠累积在一起时，这

样的厌恶感就更加容易让人产生恐惧。因此，患有密

集恐惧症的人，在看到聚集的肥皂泡、密集的水珠、密

集的昆虫卵等画面时，就会感到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

其实，密集恐惧症更多的是一种本能反应，或是

在心理暗示作用下所导致的，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治

疗。但是，当你对于密集物体反应过激，妨碍了工作、

学习或日常生活时，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士治疗，及时

对症处理。不仅是成年人会出现密集恐惧症的情况，

儿童也会，只是症状轻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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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境外学校接受教育可以享
受扣除吗?

答:可以。无论子女在境内学
校或境外学校接受教育，纳税人都
可以享受扣除。

9.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扣
除方式是怎样的？

答: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采
取定额扣除方式，符合条件的纳税
人可以按照每名子女每月1000元的
标准扣除。

10.纳税人享受子女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需要保存哪些资料?

答:纳税人子女在境内接受教
育的，享受子女教育专项扣除不需
留存任何资料。纳税人子女在境外
接受教育的，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

取通知书、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的
证明资料备查。

11.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以对
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
吗？
答:可以。有多子女的父母，可

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
式，即对子女甲可以选择由一方按照
每月1000元的标准扣除，对子女乙
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每月500
元的标准扣除。

12.对于存在离异重组等情况
的家庭子女而言，该如何享受政
策?

答:具体扣除方法由父母双方
协商决定，一个孩子扣除总额不能
超过1000元/月，扣除人不能超过2
个。 （待续）

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办税服务厅）地址：石狮市
濠江路1398号行政服务中心2楼E
区、F区 咨询电话：82229001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热点问题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

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重要保障，是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

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

期间，政协委员吴尔德

提出，要加速构建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对此，吴尔德从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资金导

向、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建设城市文旅地

标、加强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推动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吴尔德提出，要立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实际及国家文化服务标准的前提下，建立具有现

代文化标准及石狮地方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管理制度。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城市中心

文化空间为基础载体，建设或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

成城市文旅地标，鼓励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要按照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任务和服

务人口规模，合理设置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备相应

专业人员，对服务人员要建立管理、培训、考核制度；

还可鼓励和支持兴建、或者与政府部门合作建设公

共文化设施，特别是与城市产业、文化相配套的公共

文化设施，比如：服装博物馆、城市中心文化活动空

间、有特色的文化载体等，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多

元、参与多元的良好氛围。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林阳洋）

本报讯 随着机动车数量不

断增加，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呈逐年增长态势。近年来，石狮

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充分运用高效

便民的调解手段，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对该院审判工作的满意程

度。2019年上半年以来，该院共

受理各类交通事故赔偿纠纷116

件，审结103件。其中，调解结案

65件，涉及损害赔偿金额572.21

万元。

高效调解
当事人来“点赞”

2018年10月28日上午，在祥

芝201省道漳东线明祥食品公司

路段，杨某驾驶着运载碎石的重

型自卸货车（车辆经过磅，超过荷

载量44.7%），在变更车道时碰撞

到同向行驶的由郭某驾驶的无牌

二轮摩托车，造成郭某右手手臂

截肢。经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

定，杨某负全部责任。经鉴定，郭

某伤情为五级伤残。

“考虑到郭某伤情严重，我们

在诉前就赶紧联系车队，让车队

先垫付了医疗费120000元。”据

人民调解员洪真真介绍，刚开始，

车队和杨某均不承认超载的责任

应由他们承担，车队还屡次要求

退还垫付的费用。面对车队强硬

的态度，洪真真多次联系杨某及

其所属车队，多方面、多角度反复

做杨某和车队的调解工作，劝其

直面问题，杨某和车队最后认识

到事故的严重性，同意承担10%

的赔偿费。思及郭某年纪轻轻右

手手臂截肢，洪真真对杨某和车

队负责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车

队也同意不再要求取回垫付的

120000元医疗费。

另一方面，因事故发生在

2018年，保险公司方面认为应当

使用当年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标准来赔偿。为让郭某能够获

得更多的赔偿金额，洪真真通过

电话、微信，多次联系保险公司负

责人，保险公司方同意以2019年

出台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

准来计算赔偿金额，为郭某多争

取了50000元赔偿金额。

该案历经5个多月的调解，最

终，在石狮法院的主持下，促成三

方达成赔偿协议。日前，郭某拿到

了所有赔偿款，并给人民调解员洪

真真送来一面“秉公执法，尽心尽

责”的锦旗，感谢她几个月来为促

成调解的辛勤付出。

“一体化”平台
助力纠纷化解

近年来，石狮法院交通巡回

法庭始终将强化案件调解作为工

作重点，运用高效便民的调解手

段，提升了人民群众对该院审判工

作的满意程度。2019年上半年以

来，该院交通巡回法庭共受理各类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116件，审结

103件。其中，调解结案65件，涉

及损害赔偿金额572.21万元。

去年12月，该院还创建了

“道交网上一体化平台”。该平台

自成立以来运行效果显著，截至

目前，该平台共接收调解案件278

件，调解中案件97件，调解完成

181件，调解成功132件，调解成

功达成总金额为1141.32万元。

通过“一体化”的联动机制、“便民

化”的服务渠道、“科技化”的办案

手段、“多样化”的信息宣传，不仅

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收结案压

力大的难题，更是多渠道化解了

矛盾纠纷，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蔡玉玲）

本报讯 伍堡溪是鸿山镇

主要入海溪流之一，途经村庄

及工业区，近年来石狮市通过

截污控源不断提升溪流综合

环境水平。今年以来，伍堡溪

河道整治工程将对约3公里

的河道实施拓宽整治、周边环

境整治及截污。截至9月底，

河 道 内 清 淤 累 计 完 成

3401.11m（约20343立方米），

河道内基流槽土方开挖及片

石砌筑，完成685米；第三季

度完成工程量的60%，力争于

第四季度完工。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关工委帮扶“六失”青少年

经验交流会在湖滨街道玉湖社区举行，各镇（街道）、

系统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市关工委“六大员”志愿者

指导组正、副组长，志愿者服务队代表等参加。

会议总结回顾了近五年来我市关工委取得的成

绩。五年来，我市各级关工委通过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爱帮扶工作，形成了规范化、常态化态势，取得可

喜成效。目前，石狮市关工委初步构建起17支3000

多位以“五老”为主体、社会力量联合联动的素质较

高、人数众多、覆盖面广的关心下一代志愿者服务队

伍；探索形成了关爱帮扶活动“六种模式”，走出了一

条精准帮扶“六失”青少年工作新路子，确保我市“六

失”关爱帮扶无死角、全覆盖。

交流会上，湖滨街道玉湖社区关工委、永宁镇金

埭村关工委、石狮市关心下一代闽爱志愿者服务队

等分别作帮扶“六失”青少年先进工作经验分享。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阿钟）

本报讯 10月7日是重阳节，当

日，石狮市自行车健身协会前往市

慈爱老人福利院、龙海寺弥陀安养

院开展“重阳佳节 关爱老人”慰问

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关爱老年

人的良好氛围。

根据福利院、安养院的实际

需求，市自行车健身协会此行特

别送去了1000斤大米、500斤橄

榄油等慰问品。随后，协会成员

还与院里的老人们聊家常，了解

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及身体健

康情况，让老人们切身感受到家

的温暖。“我们协会定期来福利

院，与不少老人都成为了好朋

友。”市自行车健身协会会长郭国

星表示，希望通过慰问活动给老

人们带去温暖的同时，也将社会的

关爱带进福利院。

据悉，此次慰问之行也是石狮

市自行车健身协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施盛捷）

本报讯 10月7日下午，由石狮

龙海寺发起的“情系重阳，书画爱

心义拍捐赠”活动在龙海寺国学馆

举行。此次活动以慈善捐赠为主、

书画义拍为辅，通过企业家、社会

爱心人士认购的方式筹集爱心款，

让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老年

人队伍中。

在义拍环节中，共拍出17幅书

画作品，筹得9900元爱心款。在捐

赠环节中，石狮市龙海寺三福功德

会共计捐赠了53000元。其中，古

浮村老人协会30000元，古浮村老

人协会西房分会13000元，石狮慈

爱老人福利院10000元。

（记者 黄翠林 通讯员 孙双凤）

本报讯 10月8日是第22

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主

题为“18岁以上知晓血压”。

为了进一步普及高血压知识，

提高广大群众对高血压的认

识，10月8日下午，由石狮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石狮市湖

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湖滨街

道卫计办、计生协会联合主办

的“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活动

在金曾社区霞角灯光篮球场

举办。

活动现场开展了健康生活

方式用具指导、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义诊、血压血糖测量、健康

咨询等相关活动。此外，医务

人员还通过广播宣讲、分发宣

传材料、观众互动提问等方式

向群众普及健康知识。据悉，

活动共发放高血压宣传资料和

控盐控油匙、面巾纸各150份，

吸引了145名群众参与。其

中，测血压有85人、测血糖有

50人、健康咨询有23人。

（记者 黄翠林 郭雅霞）

本报讯 开网约车营运，不

仅人、车都要有证，还得通过平

台接单载客。如果私自巡游揽

客，依规就得挨罚了。10月9

日，网约车驾驶员陈某就因自

行揽客被查了。

9日下午，记者从市交通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获悉，当日交

通执法人员在市总医院周边路

段例行巡检时，发现陈某驾驶

牌号为闽C×××××89的小

轿车正在上客。经检查，该车

系通过巡游揽客的形式，承载

了两名乘客往人民路一带，双

方议价车费20元。让执法人

员没料到的是，该车并不是一

般人熟知的非法营运的“黑

车”，相反，该车持有《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本人

也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只不过，根据《出租

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

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不能像

巡游出租车一样巡游揽客。

最终，陈某因未通过网约

车平台接单，违反规定上路巡

游揽客，被依规处以500元罚

款的处罚。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蔡

奕乾 王健康）

本报讯 2019年 9

月，宝盖年度首家《福建

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核准证》发放给

石狮市己巳豆腐

店。

该食品小作

坊单一从事豆腐

加工生产，批发售

往石狮各大农贸市

场，形成一定规模。

宝盖市场监管所工作

人员自摸底排查该店

起，先后多次协同机关股

室技术骨干跟进，邀请专

家前往现场指导，从工艺

流程、设备布局等必备硬

件方面进行生产条件的

改造。

据了解，宝盖镇正在

积极推进小作坊升级改

造、登记发证工作，在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摸

查的基础上，开展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整治，如整

治生产加工行为，整顿从业人员，督促其熟悉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王诗琪）

本报讯 10月7日上午10

时许，惠安县螺城镇城北一小区

内，一名8岁小男孩在妈妈外出

买菜时，在家玩打火机，结果引

发火灾。所幸小男孩及时逃生。

惠安螺城消防中队消防员

赶到现场时，这栋六层住宅楼

的二楼阳台正冒出滚滚浓烟，

楼内居民已经撤离，没有人员

被困。经过20分钟的扑救，大

火被成功扑灭。

经查，小男孩在家里玩打火

机，不小心点燃了旁边的床和衣

服，所幸孩子懂得自己跑出来。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霞）

本报讯 10月9日，深埕边

防派出所组织民警到辖区中小

学开展国庆节后校园安全检

查。

期间，该所民警重点检查

学校保安员值班守卫是否严

格落实、安保器械是否规范管

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等，并与学校负责人进行深入

沟通。现场对保卫人员、门卫

进行指导培训，对轮岗值班人

员进行询问。对检查中存在

安全隐患的学校，责令立即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的，限期整

改。

通过此次节后校园检查，

有力地绷紧了校园安全意识

弦，有效地维护了校园安全，

确保了校园师生的生命财产

安全。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林芳芳）

交通巡回法庭 高效调解 巧妙化解矛盾
2019年上半年，石狮法院审结交通事故赔偿纠纷103件

市自行车健身协会慰问老人

龙海寺开展书画爱心义拍捐赠活动

伍堡溪河道整治 力争年底完工

多部门开展健康义诊宣传活动

（上接一版）

开展多样旅游宣传营销

一个成功的旅游目的地，营销

旅游必不可少。《措施》指出，鼓励开

展媒体推介、专场推介、展会推介、

节庆推介等旅游推介，并给予一定

奖励。如镇（街道）主办的宣传推介

本镇（街道）文旅资源的群众性活动

（如文化节、美食节、伴手礼、特色餐

馆评选、摄影大赛、短视频大赛等），

将按吸引外来游客实际效果给予一

定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另外，由行业社团、研学基地提

出申请，经市文体旅游局核准同意

后组织实施的旅游宣传推介资料编

印、旅游音像制作传播等事项，给予

全额补助，单项不超过30万元。行

业社团承办全市性旅游技能大赛

的，每场给予不超过15万元补助。

强化旅游人才支撑

旅游人才是旅游发展的重要

支撑。《措施》提出，将从发掘培养

讲解人才、推动旅游教育培训等方

面大力培养旅游人才。如鼓励具

备条件的本市大中专院校新开设

涉旅专业，每专业招生达到30人

（含30人）以上的，给予院校2000

元/人的奖励，每个院校奖励金额最

高不超过20万元；对就读上述专业

的学生，毕业后在本市旅游经营主

体就业一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

励3000元。

《措施》还明确，上述措施适用

于在石狮工商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旅游经营主体、相关单位、行

业协会及个人。《措施》自印发之日

起30日实施，至2021年12月31日

止。（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薛道达）

未通过平台接单 网约车巡游揽客被查

深埕边防派出所开展校园安全检查

惠安一小区内 小孩玩打火机烧了房

加速构建
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石狮市召开帮扶“六失”
青少年经验交流会

宝盖年度首家食品小作坊
获“靠谱认证”

密集恐惧症是怎么回事？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保障群众民生安全

市场监管

石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石 狮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