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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①

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人人有责。若市民发现欺诈

骗保行为可以举报，查实后最高奖励10万元！涉及定

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主要有：

1.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的；

2.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的；

3.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

金支付范围的；

4.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

遇的；

5.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的；

6.挂名住院的；

7.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支出的。

这些行为都是欺诈骗保！
举报最高奖励10万元！
石狮医保分局举报电话：88571525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印染

行业转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为加快推动印染产业持

续、健康、绿色、协调发展，我市在

认真执行《石狮市印染行业转型

升级工作方案》等相关产业政策

文件的基础上，于近日出台《石狮

市进一步推动印染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分别从鼓励企业做优做强、推动

智能化生产、提升内部管理、鼓励

工贸一体化、降低企业成本等六

个方面进一步助力印染企业提质

增效。

鼓励企业做优做强、推动智

能化生产方面，对新通过工信部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的企业，给予

20万元奖励；对新获评“中国印染

企业20强”的企业，给予20万元

奖励；对当年度投入超100万元

的信息化项目，或安装自动加料、

染化料/助剂自动配送系统、智能

仓储的企业，按投资额的15%予

以奖励，最高不超过150万元。

提升内部管理、鼓励工贸一

体化和降低企业成本方面，推荐

一批优质企业参加纺织服装产业

质量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向工贸

一体化转型，逐步提高自营贸易

比重，由委托加工升级为自营贸

易。对企业当年度自营贸易销售

增量部分，予以企业相对应的新

增地方经济贡献总额50%的奖

励。在印染企业污水管网“一企

一管”稳定运行3个月后，由石狮

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尽快启

动水价评估，调整排污费，降低企

业成本。

《措施》指出，单家企业同一

项目符合多项条款的，同类条款

取最高金额予以奖励或补助；非

同类条款的分别予以奖励或补

助，不予相互抵扣。单家企业每

年累计享受的补助资金总额以该

企业当年度对地方经济贡献为上

限。受到“两违”和环保违法处罚

的企业不得享受本措施的扶持政

策。

（记者 周进文 许小雄 通讯

员 高德森）

本报讯 4月21日起，我市开展城乡社区“三社联

动”试点建设评估验收，以全面梳理我市省级农村社

区“三社联动”试点和石狮市城乡社区“三社联动”试

点建设项目执行情况，科学评估试点成效，总结提炼

城乡社区“三社联动”服务经验。这是记者从石狮市

民政局获悉的。

据介绍，此次接受评估验收的“三社联动”试点建

设项目包括：蚶江镇石渔村的省级农村社区“三社联

动”试点项目；永宁镇前埔村、鸿山镇东埔三村、凤里

街道仁里社区、宝盖镇宝源社区、湖滨街道花园城社

区的石狮市城乡社区“三社联动”试点建设项目。

评估验收方式实行试点单位及执行机构自评和

第三方机构实地评估相结合进行，评估验收内容包括

项目方案设计、绩效目标达成情况、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专业化程度和可复制推广的服务模式等。据悉，

通过验收的“三社联动”试点建设项目可获得一定的

资金补助。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涌涌）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燃气管道设施安

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印发。通知要求认

真贯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规划法》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泉州市燃气管道

设施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自2020年5

月1日起，可能影响燃气管道设施安全

的施工活动在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施工前，应及时将燃气管道设施安

全管理措施向市城市管理局备案。

据悉，可能影响燃气管道设施安全的

施工活动主要包括：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管

道敷设、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爆破等施

工活动；现有已敷设供水、污水、排水、电

力、通讯等地下管线维修、维护施工活动；

绿化种植、绿化景观提升等涉及绿化开挖

种植、深根植物种植的施工活动；涉及现

有国省干道、城市道路、乡村公路、背街小

巷等通行道路的施工活动；已开通管道天

燃气的物业小区、别墅区、村（社区）等公

共场地的施工活动和用户房屋装修活动。

通知要求，上述施工活动在燃气设

施保护范围内的，开工前应落实好保护

措施。内容包括：建设单位应向燃气经

营企业咨询，查明施工区域内地下燃气

管道设施的相关资料；建设单位会同燃

气经营企业、施工单位共同制定燃气管

道设施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应编制针对性的施工方案，采取相应的

安全保护措施；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派

专业技术人员加强现场巡查指导，签订

注意事项；组织施工项目报备（不列入

工程开工和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

通知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燃

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相关规定的，将按

《安全生产法》《消防法》《规划法》《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泉州市燃气管道设施

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通知还明确，建立石狮市燃气管道

设施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重点研究

解决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遇到的热

点难点问题，督促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

门落实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信息沟通，

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邱珊谜）

我省中考时间
调整为7月18日至20日
本报讯 2020年我省中考时间调整为7月18

日—20日举行。这是记者从市教育部门获悉的。

据悉，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以及教育部提出的考试招生工作安排指导意

见，省教育考试院结合我省实际，在广泛征求各方面

意见，综合研判、审慎研究，并报省委、省政府同意，对

近期我省有关教育招生考试项目时间安排进行调

整。除了中考时间调整外，另有三项调整，具体为：一

是2020年我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面向中职学校

毕业考生的职业技能测试时间调整为5月20日开始

举行。二是2020年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时间调

整为6月13日—14日举行。三是2020年我省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中职学业水平考试时间调整

为6月20日—22日举行。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4月26日下午，石狮市团员青年代表座谈

会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德才，以及石狮团市

委负责人，石狮市总医院驰援武汉医护人员，团员青

年代表等参加会议。

本次座谈会以“绽放战疫青春�坚定制度自信”为
主题，旨在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大力弘扬五四精

神，增强团员青年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会上，我市驰

援武汉的白衣天使分别分享了她们驰援工作的经历

和收获，其他与会人员围绕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复学等工作作了分享交流。

杨德才要求，要热爱祖国，做信念坚定、抱负远大

的新时代好青年；敢于担当，做勇闯难关、登攀高峰的

新时代好青年；砥砺奋斗，做本领高强、堪当大任的新

时代好青年；锤炼品德，做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新时

代好青年。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郭翠）

祥芝镇以漂染、

电镀、五金机械、海

洋捕捞、食品饮料等

为主要产业，安全生

产涉及的渔业渔船、

涉氨制冷、危化品、

粉尘涉爆、人员密集

场所等重点行业领

域多、监管任务重。

如何在这个重点问题上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祥

芝镇是这么“拼”的！

安全源于责，网格下沉守“红线”。

安全生产工作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一直以

来，祥芝镇都把安全生产工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依托海上网格65个、陆上网格20个，约谈635艘

渔船船东、排查全镇约7000幢房屋、摸排整改59家“三

合一”场所……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祥芝镇做好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责任心，从3月份开始，祥芝镇依

托海陆两张网格，实行每格“1+1+N”，即一名领导、一名

干部、若干名协管员，落实一企一安全员机制，确保辖

区安全生产全覆盖责任到人，组织全镇人员对房屋安

全、消防、渔业、危化品、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进行全

面“体检”，从严从实做好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祥芝全镇现有约7000幢房屋，上午8点一上班，

祥芝10个村的下村干部、网格人员就会同各村村干部

一同，走村入户，逐一排查登记房屋结构，这是一天的

开始，也是网格人员的首要工作。目前祥芝已排查出

重大危险房屋53宗，其中有43宗采取封房措施，10宗

采取拆除或翻建方式，共拆除面积3021平方米。“不漏

一户、不落一屋”是祥芝镇推进房屋安全“百日整治”

行动的底线。

安全严于查，遏制源头织密“安全网”。

“请问你公司是否建立安全生产领导机构，配备安

全员，是否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报自改？是否开展防

疫与安全培训……”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第一

天开始，祥芝镇安办的工作人员就走访辖区企业，开展

《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台账》信息采集工作，对各个企业

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评估，“谁来管”“怎么做”是祥芝

镇对每一家企业安全生产说得最多的问题，从而有针

对性地制定一企一策，强力拆除占用消防通道的13处

搭盖，对13处钢结构按现有用途进行安全鉴定，鉴定不

合格的责令拆除或者恢复原使用功能。 （下转七版）

本报讯 4月21日晚，2020中国（石

狮）网上直播交易会颁奖仪式在石狮服

装城展览艺术中心一楼开展。市领导

廖春园、黄延艺、邱永丰出席活动。

当晚，活动颁发网红个人奖项19

个，颁发基地奖项15个。其中，石狮市电

子商务协会、青创直播基地获评突出贡献

奖，石狮双奇智慧电商城、木林森直播基

地获评带货标杆奖，福建省千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福子哥文化传媒（福建）有限公

司、典量网红直播孵化基地获评传播创

意奖，福建狮城众创供应链有限公司、福

建省印象空间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八号人供应链&网红直播基地获评产

业融合奖，石狮世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鼎盛网红城、海西（石狮）电子商务园区、

泉州市耀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获评优秀

组织奖，石狮建旅国际旅行社获城市推

广奖，唐圣文化传媒获最佳合作奖等 。

又是一年“418”，受疫情影响和“宅

经济”的触动，石狮把海博会搬进直播

间，策划举办了为期五天的2020中国

（石狮）网上直播交易会。4月18日上

午，2020中国（石狮）网上直播交易会开

幕式在石狮服装城艺术展览中心盛大

开幕。连日来，展会打造“1+N”的会场

模式，除石狮服装城展览艺术中心主场

馆外，另设有石狮国际商贸城、石狮国际

食品城、石狮校服专业市场、青创直播基

地、世茂摩天城、双奇网批中心、海西电

商园、木林森直播基地、百德跨境电商生

态园、千玺文化直播基地、灵秀福子哥直

播基地等12个直播分会场，可谓是打造

“全城直播的线上直播交易大会”。

今年，“418网交会”亮点辈出、硕果

累累。

“一十百千万”活动打造线上盛

会。本届大会创新实施“一十百千万”

发展计划（即打造一个网红城市、十个

直播基地、百个网红直播机构、千家供货

商、万个直播商铺）。开幕式上，青创网

直播平台、百德跨境电商生态园、优品带

货节主播大赛同时启动。抖音、淘宝、快

手、天猫、今日头条等多个线上平台联

动。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活动期间线上

直播达9亿次浏览量，完成11.2亿元销售

额，全市电商交易额超20亿元。以古由

卡男装为例，2019年1—4月份古由卡网

上零售额约3500万元，受疫情影响今年

1—2月份销售额下滑近10%，在网交会

带动下，2020年以来网上销售额已突破

4000万元，预计1—4月增幅将达20%。

搭建城市共享直播间引爆全网 。主

会场以姑嫂塔、黄金海岸等石狮特色景点为

主题，创新推出10个城市共享直播间，为企

业直播搭建平台，搭载流量，打造5天24小

时全天候线上直播交易大会。（下转二版）

部署学校复学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4月26日上午，福建省、泉州市相继召开

全省学校复学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石狮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廖春园，市政府副市长李斌在石狮分会

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疫情防控事关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返

校复学工作的重要性；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组织引

导，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要强化逆境思维，确保校

园安全稳定；要把学校平稳复学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增强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

感，落实四个环节，抓紧抓实抓细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要加强统筹推进，落实落细教育工作，坚持部门协同，

形成校园舆情联防联控强大合力。 （记者 林本鸣）

石狮助力印染企业提质增效再加码
对当年度投入超百万信息化项目最高奖励150万元

万店齐聚“云端”满城皆是“网红”
——“石狮418网交会”打造“1+N”城市线上展会硕果累累

聚焦“石狮418网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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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海域、美丽的港湾以及长长的海岸线，让来石的游客尽情地领略碧海蓝天金沙滩
的原生态之美。诗意石狮，人文永宁。记者日前在永宁黄金海岸看到，改造后的黄金海岸颜
值进一步提升，让不少游客惊艳不已。图为航拍下的海岸线 （记者 王文豪 李荣鑫）

5月起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施工须备案

抓好安全生产
祥芝蛮“拼”的！

石狮举行
团员青年代表座谈会

石狮开展“三社联动”
试点建设评估验收

“内部价”优惠？

这有可能是骗局 消费
5版 武汉在院

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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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石狮市城市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