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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2

日，2020年全市“强基

促稳”工作专题推进

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德才，市各相关部门、

各镇（街道）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盘点2019年度全市“强基促稳”工作推进情

况，听取2020年新增专项行动工作汇报。据悉，2019

年，我市“强基促稳”工作成效显著，在泉州市年度考

评中我市成绩位列第一名，获评泉州市“强基促稳”工

作优秀集体，创新发展“海上枫桥”经验入选泉州市

“强基促稳”十佳示范案例，农村“三资”清理整治工

作、联邦商业城“烂尾楼”历史积案、治理将军山存量

垃圾入选专项优秀创新案例。

杨德才就推进2020年全市“强基促稳”工作强调

三点意见：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不松懈；二要

注重治根治本，协同发力再突破；三要强化攻坚克难，

比学赶超争上游。他指出，做好今年“强基促稳”工作

的总要求是“治根”，即健全防范化解风险的机制。各

级各部门要在去年工作基础上，精准施策，全面落实

好16个专项行动，不断提升基层组织力、基层治理能

力、风险防控能力、矛盾纠纷化解能力，保石狮一方平

安。 （本报记者）

本报讯 5月22日，我

市召开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工作动员部署会，市政府副

市长施汉杰、刘艺波，市各

相关部门、市区两镇两办有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市城市管理局部署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

作。根据工作要求，我市从现在起正式启动国家园林

城市创建工作，力争2021年完成创建目标。

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建设绿色家园、创建园林城市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把创建工作作为

一项硬任务，高度重视，坚定信心，迅速行动。要强化

责任，对照工作任务抓落实。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

要抓好景区、公园的建设；二要抓好城区主干道和出

入城区道路的绿化美化工程；三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绿

化活动。要强化协作，推动形成创建工作合力。各单

位要在市创建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自觉树立“一

盘棋”思想，围绕一个目标，认真负责，共同推进工作

落实。 （记者 吴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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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启动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休渔期间，我市在建省级重点项目——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加快建设步伐，目
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90%以上，在航拍器上俯瞰，工程整体轮廓清晰可见。据了解，该项目
在建设的同时，坚持防疫、进度两手抓，工程整体预计下个月可完工。项目建成后，渔港泊
位数将达22个，形成陆域面积6.9万平方米，掩护水域总面积达到73万平方米左右，将显著增强渔港的渔货装卸能力，带
动我市海洋渔业持续发展壮大。 （记者 李荣鑫）

石狮召开船东船长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

本报讯 连日来，石狮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祥芝镇

政府召开船东船长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600多名船

东船主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讲解宣传了渔业安全生产知识、渔船安

全隐患自查自纠、船员培训、伏季休渔、硫化氢检测

仪、扫黑除恶和防毒面具使用方法和《福建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等知识，以进一步增

强船东船长安全生产意识。 （下转三版）

本报讯 5月22日下午，石狮市召

开全市驻村工作座谈会，市委组织部有

关负责同志，泉州、石狮市直单位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参会。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厝仔村

近年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

做法、取得的成效。会上，各镇驻村工

作队代表围绕一段时间来驻村工作心

得作交流发言。

就加强驻村第一书记的教育管理，

推动驻村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强

调三点意见：首先，思想认识要到位。

各驻村第一书记要切实展现出“第一”

的责任、担当、作风和奉献，为驻点村

谋发展、为群众干实事。其次，角色感

情要投入。各驻村第一书记要带着真

感情下基层，加强自身学习、发扬求实

作风、严守纪律法规。第三，职责任务

要做好。各驻村第一书记要拿出爱拼

敢赢的精神，抓党建、抓发展、抓民生、

抓治理，切实把驻点村发展好、治理

好，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记者 康清辉）

本报讯 5月22日，福建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总结2019年以来我省妇女儿童工

作开展情况，部署下阶段任务。石狮市政府副市长、

妇儿工委主任黄延艺在石狮分会场参加会议。

2020年是《福建省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简称“两纲”）实施的收官之年。为确保全面如

期完成本轮“两纲”目标任务，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妇女儿童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要凝心聚力，全力推进本轮“两纲”攻坚

达标，科学编制新一轮“两纲”；要积极履职尽责，促进

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同时要加强组

织领导，着力推动妇女儿童工作落实落细，形成全社

会尊重关爱妇女儿童浓厚氛围。

记者了解到，2019年以来，我市围绕“两纲”实施，

城乡统筹，创新实践，完善机制，妇女儿童发展各领域

指标取得明显进展。如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水平显

著提高，教育事业长足进步，生存和发展环境进一步

优化，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升，妇女平等创业就业和

参与社会管理的力度不断加大，获得各级高度肯定。

在收官之年，将继续坚持对标找差，对照终期指标要

求，着重补缺补漏，全力攻坚冲刺，确保全面完成“两

纲”目标任务。 （记者 庄玲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栗战书主持大会

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扩建即将完工

“强基促稳”在行动

石狮部署推进2020年
全市“强基促稳”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

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

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

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

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

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

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

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

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

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内蒙古代表团气氛热烈，讨论活跃。

费东斌、霍照良、薛志国、呼和巴特尔、梅

花等5位代表分别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加

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发挥流动党支

部作用、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做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等问题发言。习近平不

时同代表交流。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

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

告，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希望内

蒙古的同志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

决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

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重大疫

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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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冲刺完成
“两纲”目标任务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2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近

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

托出席大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神圣职责。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庄

重，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在鲜艳

的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栗战书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

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曹建明、张

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

华、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

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应出

席代表2956人。22日上午的会议，

出席2897人，缺席59人，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栗战书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场全体起

立，高唱国歌。

栗战书在主持会议时说，新冠

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在抗击疫情的严峻

斗争中，一批医务人员、干部职工、

社区工作者等因公殉职，许多患者

不幸罹难。我们对牺牲烈士和逝世

同胞，表示深切悼念。

随后，全体与会人员向新冠肺

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

报告。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一、2019

年和今年以来工作回顾；二、今年发

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

署；三、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

力稳企业保就业；四、依靠改革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加快转变；六、确保实现脱贫

攻坚目标，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

贸外资基本盘；八、围绕保障和改善

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

李克强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

卓绝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

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

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克强对2019年和今年以来

的工作进行了回顾：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

化；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改革开放

迈出重要步伐；三大攻坚战取得关

键进展；民生进一步改善。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将疫情防控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

疫情防控中，我们按照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

求，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李克强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也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我们一定要努力改进工作，切

实履行职责，尽心竭力，不辜负人民

的期待。

李克强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

未有，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

势、雄厚经济基础、巨大市场潜力，

亿万人民勤劳智慧。只要直面挑

战，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

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

期，当前的难关一定能闯过，中国的

发展必将充满希望。

李克强说，综合研判形势，我们

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

调整，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

目标，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城镇新增就业

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下转二版）

产业攻坚年

石狮启动
困难单亲母亲圆梦救助活动
本报讯 温情五月，爱满石狮。5月21日上午，

2020年石狮市妇女儿童爱心基金为“困难单亲母亲圆

梦”救助活动启动，市妇联、市慈善总会有关人员分别

深入困难单亲母亲家中，为每人送去5000元爱心基

金，帮助她们实现家庭愿望的同时也送去“娘家人”的

关爱。

据了解，经过前期摸底调查，最终确定了19名困难

单亲母亲作为石狮市妇女儿童爱心基金第五批关爱对

象，并向她们征集了家庭愿望。在宝盖镇塘边村，单亲

母亲王女士独自抚养两名幼子的同时还尽力照顾患病

的婆婆，她的心愿是减轻生活负担。市妇联一行人走

访中不断为她加油鼓劲，帮助缓解精神和心理压力，建

立阳光乐观的心态；在宝盖镇山雅村，单亲母亲蔡女士

在丈夫因病去世后，以柔弱肩膀背负起债务偿还责任

以及女儿上大学费用，她的愿望是给孩子交学费。

走访中，大家耐心倾听她的烦恼，为她排忧解难……

记者了解到，为“困难单亲母亲圆梦”救助活动由

市妇联、市慈善总会共同主办，由“石狮市妇女儿童爱

心基金”出资，旨在帮助困难单亲母亲建立自信，与之

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并通过圆梦行动倡导全社会关爱

弱势群体。该活动截至今年已开展五期，共向99名困

难单亲母亲发放49.5万元爱心基金。今年，泉州市妇

联也出资慰问了我市3名困难单亲母亲，帮助她们圆

梦。这几日，市妇联一行人将一一走访慰问，及时发

放爱心款项，同时深入了解慰问对象的生活工作近

况，鼓励她们勇敢面对生活磨难，并嘱咐基层妇干切

实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 庄玲娥）

石狮召开全市驻村工作座谈会

石狮发放老旧渔船更新改造补助资金1.17亿元
本报讯“多亏了补助好政策，让我

有这个资金去改造渔船！”看着改造后

的大型脱网渔船，祥芝镇船东周先生心

里尤为高兴。他称，之前拥有几艘小渔

船，因为吨位不够，装载量不大，已无法

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2018年，

听说政府有政策，对捕捞渔船更新改造

给予相应补助，周先生于是决定更新改

造两艘大型的拖网渔船。如今，通过改

造，周先生原来载重100吨级的渔船变

为载重500吨级的渔船。“相对于小船，

大船的安全系数更好，而且可以到外海

捕捞，提高捕捞产量。”周先生表示。

记者从石狮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

年来，石狮市陆续出台政策扶持渔业捕

捞船舶的更新改造工作，对捕捞渔船更

新改造给予相应补助。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153艘老旧渔船完成更新改造，已发

放补助金额1.1746亿元，进一步推动渔

船转型升级，夯实渔业安全生产基础。

“在油补和老旧渔船更新改造补贴

等福利政策的支持下，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渔民的经济压力，也让渔民愈

发重视渔船的安全性、环保性，激发了

渔民的生产热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指出，近年来，针对内近海渔业

资源衰退的情况，石狮积极做好农业部

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补助政策宣传，

同时鼓励小型渔船进行减船转产，支持

有实力的社会有识之士多方融资，建造

大吨位钢质捕捞渔船赴外海捕捞作

业。目前，全市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

项目补助资金发放名单（第三批）已经

进行公示。

据了解，为加快现代渔业建设，促

进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根据

《石狮市标准化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

项目2015-2019年实施方案》，渔船更

新改造并通过验收将给予适当补助。

其中，钢制渔船分为十四档，最低每艘

补助5万元，最高补助400万元；玻璃钢

渔船分为十一档，最低每艘补助8万

元，最高每艘补助320万元。截至目

前，石狮通过渔业船检机构标准化船型

验收、申报材料齐全的（更新改造）渔

船，总共有153艘。目前，市农业农村

局已按照每艘渔船最高补助上限金额

的50%进行预发放补助资金。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淘汰老、旧、木质和对海洋资源破坏较

大的作业类型海洋捕捞渔船，对新建

“安全、节能、经济、环保、适居”标准化

海洋捕捞渔船进行补贴，不仅改善海洋

捕捞作业结构，同时也提高渔船安全性

能、提升渔业装备水平，促进渔业可持

续发展。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吴瑞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