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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在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或处

于通风不良的公共场

所时，需要佩戴口

罩。在户外、公园、会

议室、公共场所等场

所需随身备用口罩，

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保持1米以上社交安全距

离情况下，无需戴口罩，但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

1米）时，需佩戴口罩。

特定场所人员如公共场所服务人员，大中小学

校（托儿机构）工作人员，医院就诊、探视或陪护人

员，养老院、福利院、看守所等特殊机构外来人员或

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需要佩戴口罩。办公场所及

厂房车间人员，托幼机构幼儿、中小学校内的学生

和授课老师，确保有效通风换气的，无需戴口罩，但

需随身携带，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1米）时，需

佩戴口罩。

重点人员如新冠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密接者、

未接触隔离的入境人员，居家隔离人员，发热、咳嗽

等症状人员，需佩戴口罩。严重心肺患者和婴幼

儿，需随身备用口罩，遵医嘱。

职业暴露人员如出入境口岸工作人员，为隔离

人员提供服务的司机、服务人员、保安、清洁人员，

普通门诊、急诊、病房、发热门诊等医务人员，从事

以新冠肺炎有关的患者接触、手术、病理学标本采

集的相关人员必须佩戴相应的口罩。

常态化防控
公众如何科学使用口罩

议政建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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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什么情形下对
外国人不予签发外国人
居留证件？

外国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予签发外国人

居留证件：1.所持签证类

别属于不应办理外国人

居留证件的；2.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3.不能按

照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4.违反中国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不适合在中国境内居留的；5.签发机关认

为不宜签发外国人居留证件的其他情形。

18.哪些外国人经批准可以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
符合国家规定的专门人才、投资者或者出于人

道等原因确需由停留变更为居留的外国人，经设区

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批准可以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

（陈友义 徐良涛 整理）

出入境知识问答
作为石狮市科协“三长”在

医疗战线上的一份子，石狮市宝

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裕

峰在面对这次疫情考验时，充分

认识到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网底

功能的重要性，通过科学方式切

断疫情的传播途径，筑牢防控疫

情的第一道防线。因在疫情期

间工作表现出色，以身作则，宝

盖镇推荐陈裕峰为石狮市疫情

防控先进个人。

石狮市宝盖镇有9万多常住

人口，因为辖区工厂多，外来人

口差不多是本地人口的2倍。在

疫情防控初期，入户随访的压力

不小。宝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近60名医护人员，参加防控疫

情的村医有28人，不到百人的基

层医疗力量，至今已经完成入户

随访近2万例居家隔离人员，最

多的时候一天要随访上千人。

在开始疫情防控工作之后，

宝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时组

织村医培训，讲解新冠肺炎患者

的症状，要求对来源地为武汉的

疑似病例及时上报，同时告知病

人要到专门的发热门诊就诊。

1月21日中午，宝盖镇后垵
村村医吴云奕接到一个发烧求诊

电话，电话是村里长期往返武汉

做生意的吴先生打来的，吴云奕

通过培训意识到吴先生的症状疑

似新冠肺炎，劝说吴先生到石狮

市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并向宝

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告，吴先

生最终被确诊为石狮市第一例新

冠肺炎患者。由于反应迅速，患

者的密切接触者被及时隔离，为

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不少便利。经

过医护人员的努力，宝盖镇之后

未再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病例。

在企业复工复产来临之际，

该中心组建企业复工复产指导

小组，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与，

主动联系企业防疫专员，指导企

业如何做好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工作，并指导遇到发热员工如何

进行转诊。学校复学前，多名医

务人员也积极给挂片的每个学

校进行复学培训，得到辖区校领

导的一致好评。目前，该中心仍

有10多位医护人员轮流参与石

狮市总医院的核酸检测工作，夏

季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户

外像是蒸桑拿，经常有医护人员

脱水累倒。 （记者 陈丽明）

陈裕峰：基层医疗机构网底功能不容忽视

（上接一版）
据悉，公安机关对在侦的黑恶

案件，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系统和“打

财断血”联动机制，同步开展涉案资

产调查扣押工作，确保侦查破案与

“打财断血”同步开展；对已破的黑

恶案件进行梳理清查，依法再查扣

一批涉案资产。

此外，公安机关还认真梳理专项

斗争以来侦破的每起黑恶案件，深入

查找分析行业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及时以“公安提示函”向行业主管部

门通报，提出建议，并跟踪整改落实

情况，助力推动主管部门开展乱象

整治，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叶薪）

本报讯 备受期待的石狮鹏

山学校新校区（一期），终于办下

施工许可证，正式进场动工了。6

月10日，记者在灵秀镇彭田村的

项目工地看到，现场正同步进行

桩基施工和场地的挖方平整，届

时，城西南将全新崛起一所“九年

一贯制”的新学校。

先来看项目本身。城投集团

土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

位于外西环路与鹏山大道的交叉

路口，规划总用地约123亩，总建

筑面积约70321㎡，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建设面积约51162㎡，
主要建设内容为中学部教学楼2

幢、实验楼1幢；小学部教学楼2

幢、实验楼1幢；综合楼、教师公寓

楼、艺体馆、学生食堂各1幢；以及

室外运动场地、地下室、门卫等配

套设施。二期建设面积约19160

㎡，主要是在北侧位置再增一栋

教师公寓和两栋学生宿舍。

和这几年石狮新建校舍最大

不同的是，该校将按“九年一贯

制”学校标准进行设计，校园分初

中部、小学部两大教学区，小学、

初中各36个班，共计72个教学

班，招生规模可达3420人左右。

作为石狮重要的服装产业基

地，在灵秀镇彭田村周边，集聚着

服装城、轻纺城、青创城、创业园、

科技园、海西电商园等产业园区，

企业密集、来石创业及务工人员

众多。相应地，包括本地和外来

人员适龄子女的入学需求也随之

增长。而现状，该区域内主要的

教育设施，主要就是一所鹏山附

小，且建成历史较久，校舍及教学

设施相对陈旧，教室、运动场与功

能活动室也较为不足，整体办学

条件较为薄弱。近年来，相继有

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尽快启动鹏

山学校新校区建设，既新增小学

学位，也减轻石狮八中服务区内

小学毕业生入读初中的压力。

而今，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作为教育民生补短板的重要项

目，建设石狮鹏山学校新校区，也

是落实‘六保’任务中‘保基本民

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开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建成后将

极大缓解区域内的入学压力，让

更多的适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就

近享受优质的公办教育。对于辖

区企业来说，解决了员工子女的

就学问题，也有助于企业缓解“招

工难”困境，更好留住人。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通讯

员 世聪 植腾）

石狮海丝旅游

资源丰富，万寿塔、

六胜塔和林銮渡石

湖古码头是“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泉州史

迹”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石狮市

委市政府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和泉州“海丝”先行区建设，投入大

量资金对“海丝”重要文物及景点进行传承和保护、

推介。各地宾客慕名远道而来，实地感受石狮海丝

文化魅力。

政协委员叶心凤指出，“我市的海丝旅游产业，

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说来，包括海丝旅游文化缺乏统一规划，海丝

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开发，海丝旅游文化业

服务能力低等。

叶心凤认为，挖掘、整合海丝旅游文化资源，打

造海丝旅游文化品牌，对于发展我市旅游业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叶心凤从“加强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实行统

一管理服务”“加大保护和整治力度，推动海丝旅游

业发展”“整合海丝资源，科学规划旅游空间布局”

“加快旅游项目建设，提升‘海丝’文化旅游竞争力”

“加大宣传推介，打响石狮海丝旅游品牌”“实施人

才兴旅，提升石狮海丝旅游业的软实力”等6个方

面提出了建议。

叶心凤指出，还可借鉴青岛、厦门等城市的做

法，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发展模

式，培育和引进旅游投资运营主体，组建“海丝旅游

文创集团”，做好海丝旅游文化产业的整体规划建

设，以及资源整合、项目策划、包装、市场开发、项目

运营等工作，出台发展海丝旅游文化的产业政策和

扶持措施，支持海丝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林阳洋）

本报讯 为全面加强我市尘

肺病预防控制，督促各相关单

位，特别是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尘

肺病防治各项工作措施，6月8

日至9日，石狮市尘肺病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3个检

查组，开展石狮市尘肺病防治攻

坚行动联合监督检查，对全市各

相关单位落实尘肺病防治攻坚

行动实施计划的情况进行综合

评估。

本次督查对象涵盖各成员

单位、各镇（街道）以及尘肺病危

害严重行业领域用人单位。检

查中，检查组人员对市直及上级

驻石等有关单位，采用交叉监督

检查方法，通过现场听取各有关

单位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工作

情况汇报，查阅相关文件、报告、

档案、数据等相关资料等形式进

行检查；对各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则采用现场监督检查方

法，随机抽取属地尘肺病危害严

重行业领域用人单位，通过现场

查阅相关文件、报告、档案、数据

等相关资料进行检查。通过现

场的监督检查，督促有关单位，

特别是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尘肺

病防治各项工作措施，并为下一

步工作重点提供数据依据。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吴

淑文 张桂花）

石狮市开展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联合监督检查

本报讯 6月10日上午，市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督导举报

组深入蚶江镇开展第二轮督导，随

机抽取该镇辖区8家系统显示已关

闭企业，进行实地核实，复查首轮督

导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信息系统中显示企业处于关闭状

态，但是4月份的用电量仍在1000

度以上，这是如何产生的？”“工厂已

停止生产，用电量的产生是因为从

这边地下井抽水到另外一边（龙鼎

泰雨具有限公司）使用所产生。”面

对督导人员的询问，位于蚶江新大

街附近的企业负责人王女士如是解

释。

在蚶江镇督导的过程中，市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督导举

报组与该镇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交

流，了解该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第一轮督导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

实情况。随后检查相关内业台账，

并按10%的比例从该镇系统登记关

闭的企业清单中随

机抽取8家开展实

地核查。这8家已

关闭的企业分别位于蚶江、东垵、厝

仔、锦里村。督导人员每到一处都

进行细致认真地摸排，向当地村委

会工作人员或是企业原先法人、企

业登记地址邻居等进行询问核实，

实地查看原先的生产车间，并对用

电量超1000度原因进行详细了解，

逐一记录。经过现场核查，这8家

企业确实已无实际生产经营行为，

用电量的产生主要在于企业场所转

租或自家生活用电。

“核实泉州信息系统上已关闭

但用电量在1000度以上的相关企

业，是第二轮督导的重点。”市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督导举报

组有关负责人员表示，我市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督导举报组

开展第二轮督导，其目的在于通过

“回头看”进一步压实责任，督促各

相关单位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安全

隐患排查与整治工作具体落到实

处，从源头上遏制并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 （记者 兰良增）

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督导举报组下沉蚶江镇
开展第二轮督导

强化督导压实责任
安全生产动真碰硬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本报讯 6月10日下午，闽

南理工学院举办“闽南理工学

院2020届毕业生夏季专场招

聘会”，85家企业组团走进闽

南理工学院揽才，现场提供

1000多个就业岗位。

受今年疫情影响，企业期

待的校招按下“暂停键”。当

日的专场招聘会是闽南理工

学院2020年首场校园现场招

聘会，进场企业踊跃报名，有

备而来。据介绍，考虑到疫情

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闽南

理工学院的招聘会采用“线

上+线下”的模式，除了35家现

场企业外，闽南理工学院还在

招聘会现场免费为20家参会

企业发布人才需求信息，同

时，在线发布30家企业的招聘

信息。当天，有一千多名学生

错峰参加招聘会。

据了解，闽南理工学院于

6月9日复学，第一批通过学校

审核符合返校条件的1700余

名毕业生于当天陆续返校报

到，校方在学生返校前安排好

招聘会，联系本地企业入校招

聘，确保打通毕业生就业“最

后一公里”。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本报讯 进入休渔期以来，仍有

个别渔民无视法律规定，未经报备

私自出海，近期，东埔边防派出所在

开展沿海管控巡逻中，查获了几条

违规出海作业的竹排。

目前，出海竹排已被扣押，民警

对违规出海人员进行了相关的思想

教育。接下来东埔边防派出所将继

续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深入辖区

加大宣传教育，并强化巡逻力度，提

高辖区渔民自觉守法意识，确保辖

区沿海一线稳定发展。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卢彬

彬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全警实

战大练兵深入开展，切实提升民警

身体素质，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大队以周三训练日为契机，

进行分批对民警进行体能训练。

训练前，大队领导首先组织参训

人员做好充足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训

练过程中出现拉伤、扭伤等情况的发

生。训练中，全体人员精神饱满、情

绪高昂，严格按照标准积极投入训

练，营造了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达

到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训练目

的。同时，该大队还组织参训人员

进行2000米跑、50米跑、立定跳远

等项目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参训人

员对自身的体能素质有了充分的认

识，找到了自身与标准之间的差

距。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加强训

练，努力缩短差距，提升身体素质。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林江伟）

晋江出入境管理大队
积极开展体能训练活动

本报讯 南安水头一男子酒后驾车，结果一头

撞上警车，上演了撞警车式“自投罗网”。

6月9日上午7时许，南安水头交警中队民警

在路边执勤时，突然听到“砰”的声响，一辆黑色本

田小车撞上了执勤警车的尾部。民警上前查看时，

闻到本田小车驾驶员叶某浑身酒气，经抽血检测，

叶某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100mg/100ml，属于醉酒

驾车。

经查，8日晚10时许，叶某独自一人在KTV内

喝酒，大约喝了15瓶啤酒。直至次日凌晨4时回到

车内休息。早晨7时许，叶某驾车从KTV停车场离

开，路上犯困，准备停车休息，不小心就撞上了停在

路边的警车。

目前，叶某因涉嫌危险驾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温碧霞）

男子酒后驾车
撞警车“自投罗网”

助力“逐梦——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石狮鹏山学校新校区正式进场动工
将设小学、初中各36个班，可新增约3420个学位

竹排未经报备私自出海被扣押

85家企业进闽南理工学院

为一千多名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六方面着手
发展海丝旅游文化产业

来自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凝心聚力 赶超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