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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石狮市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
积分工作实施方案》（狮积分办〔2020〕1号）和《石狮市2020年新市
民及民办高校人才、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狮教综
〔2020〕7号）等文件，经有关程序，产生2020年度“积分入学”入围人
员318名（A类166人、B类140人、C类9人、D类3人），入围人员名
单请登录石狮人才E家网络服务大厅（http://www.sstes.net/）或石狮
人才网（http://www.sshr.net/）查询。

公示时间：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7月31日
受理投诉单位：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投诉电话（正常上班电话）：0595-68897897
来信来访地址：石狮市人力资源大厦二楼新市民积分服务窗口
监 督 单 位 及 电 话 ：石 狮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0595-88712495）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7日

石狮市2020年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
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入学入围人员公示

人才市场
织造厂
门卫、杂工

15659885000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指定位置加收20%

●客户须带本人或单位

有效证件办理刊登事宜,
广告须刊前付款。

旺铺
幢楼出售

港塘香塘路5间半
店面6层2046m2带
电梯出售，交通便
捷。13805917018

套房出售
九二路新光大厦156
平方米三房二厅四卫
售46万元，新装修赠
家电，有电梯停车场拎
包入住13506054987

套房

房 产 信 息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

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
的：石狮市西墩村房地产A栋、
B栋房屋，挂牌价：306200元/
年。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
点及竞价规则等详见本中心网
站 ：http://www.qzcq0595.com/
ss/。报名联系人：李女士、王先
生；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7月27日

国
有
房
屋
出
租

（上接一版）对提出申请但因学位限制不能解决入学的各小学招
生片区内有房产未入户籍并实际居住的、无房产新入户籍并实际

居住的、企业务工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子女等类对象，由居住地招

生片区的学校上报石狮市小学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协助调剂到其

他学校就读。逾期申请和报名者、不服从教育局调配者，视为自

动放弃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机会，应回原户籍所在地学校报名入

学。

8月3日至4日，各小学汇总片区内适龄儿童登记情况并进行

资格审核。由学校通知符合招生条件的第一批次适龄儿童提供

相关有效证明材料到校审查。经审核材料、入户调查后，确认报

名。8月5日至6日，由学校通知第二批次符合招生条件的适龄儿

童提供相关有效证明材料到校审查。经审核材料、入户调查后，

确认报名。8月7日至8日，由学校通知第三批次、第四批次符合

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提供相关有效证明材料到校申请登记。8月

15日，各学校公布招生结果和学位余缺情况。学位已满的学校，

不再接受入学申请；学位未满的学校，8月16日至17日，继续接受

符合一年级入学条件的“统筹调剂”对象入学。8月20日后，对于

符合一年级入学条件的“统筹调剂”对象不按时到新调剂学校报

名入学的适龄儿童，视为自动放弃；或因入学条件不符合规定，没

有接到学校入学通知的适龄儿童，请监护人带适龄儿童回户籍所

在地学校报名入学。 （记者 许小雄）

据新华社新加坡7月25
日电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5日

公布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他

本人继续担任总理，王瑞杰任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

和财政部长。

李显龙说，政府官员任职

的延续性在应对新冠疫情挑

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大

多数重要部长留任。希望通

过职务调动帮助年轻部长积累

经验，更全面地了解政府工作。

李显龙同时宣布，受疫情影响，

今年不会举行国庆群众大会，总

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

改为8月底在国会举行。

据新华社青岛7月26日电 7

月26日10时许，国产大型水陆两

栖飞机“鲲龙”AG600在山东青岛

团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

飞。这是AG600飞机继2017年

陆上首飞、2018年水上首飞之后

的又一里程碑事件，也为下一步

飞机进行海上科研试飞及飞机相

关性能验证奠定了基础。

9时28分许，由机长赵生、副驾

驶刘汝钦、机械师魏鹏和监控观察

员焦连跃组成的首飞机组，按预定

科目驾驶AG600飞机从山东日照山

字河机场滑行起飞。在空中飞行约

28分钟后，飞机抵达预定海域附近。

10时14分许，青岛团岛附近

海域，AG600飞机逐渐降低高度。

一瞬间，飞机的机腹已平稳贴着海

面滑行，激起阵阵白色浪花。10时

18分许，降落在海面上的AG600，

完成机身回转、调整方向，旋即重

新加速、机头上昂、腾空而起，在身

后留下一道白色的航迹。

完成一系列既定试飞科目

后，10时49分许，AG600飞机顺

利返回出发机场。伴随着《歌唱

祖国》的旋律，飞机通过欢迎水

门，机长赵生报告顺利完成首次

海上起降科研试飞任务。

与内陆水面相比，海上起降

环境更为复杂多变，飞机既要克

服高盐度潮湿环境，还要应对水

体密度差异、海面波涛浪涌等新

情况。此次海上首飞试验，全面

探索了海上试飞技术和试飞方

法、检验飞机水动性能和水面操

控特性、检查飞机各系统在海洋

环境中的工作情况，并收集海上

飞行数据，以支撑后续相关工作。

“鲲龙”AG600是我国研制的

可用于森林灭火、水上/海上救援

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具有速度

快、机动性好、搜索范围广、搜索

效率高、安全性好、装载量大等特

点。它既可在水面汲水，也可在

陆地机场注水，最多载水12吨；

单次投水面积4000余平方米，一

次性可救护50名遇险人员。

据新华社武汉7月26日电 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水文局26日14时发布消息说，“长江2020

年第3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预计27日晚三

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在60000立方米/秒左右。

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岷江、嘉陵江及向

家坝至寸滩区间、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三峡

水库入库流量快速上涨，26日14时达到50000立

方米/秒。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

来水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26日，长江委水文局发布长江上游寸滩江

段、三峡入库洪水黄色预警，继续发布长江中下

游干流城陵矶以下江段、洞庭湖区、鄱阳湖区、水

阳江洪水橙色预警，金沙江石鼓江段、滁河洪水

黄色预警，荆江河段洪水蓝色预警。上图为7月
26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峡大坝（无
人机照片）

据新华社河内7月26日
电 越南中部广平省26日发生

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旅游

大巴翻车导致至少13人死亡、

20余人受伤。

据越通社报道，事故发生

在当地时间9时50分许，当时

这辆载有约40名乘客的旅游大

巴正前往位于广平省的丰芽-

格邦国家公园一处景点，行至

该省布泽县境内时突然失控翻

车，导致9人当场丧生，4人送

医后不治身亡。据报道，车上

乘客主要来自广平省省会同海

市。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

疗，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国内视窗

检察机关上半年批捕
妨害疫情防控犯罪5370人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26日从最高

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

严格依法办理涉疫案件，共批捕妨害疫情防控犯

罪4480件5370人、起诉4527件5565人。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起诉的案件中，

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物资犯罪，虚假销售防疫物资

的诈骗犯罪，哄抬防疫物资、生产物资、民生物资

价格犯罪等较为突出。

据介绍，最高检联合最高法等发布指导意

见，明确将制假售假等9类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维

护疫情防控社会秩序；联合公安部发布了“依法

严惩哄抬物价犯罪典型案例”，严正警示不法分

子；针对一些地方连续发生扰医伤医事件，会同

国家卫健委等发布通知，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

例，严惩7类涉医犯罪。

环球点击

能下海的飞机
能上天的航船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鲲龙”AG600海上首飞

7月26日，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海上飞行

据新华社香港7月26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6

日下午介绍，截至26日零时，香港新

增12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

地感染病例103例、输入性病例25

例。这是香港单日新增确诊个案连

续第五天超过100例。

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介绍，在当天

新增的本地感染病例中，有35例目

前找不到感染源头，仍在调查中。

有68例病例与此前相关感染群组有

关，其中大部分为家庭或朋友聚会

感染群组。新增的25例输入个案主

要涉及海员和外佣。

特区政府此前将一名检测结果

呈阴性的人士误报为确诊病例，随

后修正了香港累计报告病例。因

此，截至26日，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2633例，18例死亡。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

徐德义表示，近期疫情持续严峻，留

意到部分确诊人士在不同时间去过

不同地方，也邀请亲戚朋友到家中

聚会，希望市民暂停相关活动，呼吁

老人及长期病患人士避免外出。

据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

庾慧玲介绍，截至26日下午发布会

召开时，香港共有1494名新冠肺炎

确诊病人和1名疑似病人康复出院；

目前仍有908名确诊病人在香港14

家医院留医，其中40人情况危险、25

人情况严重。香港已经启用的负压

病床使用率约为77.1%，启用的负压

病房使用率约为82.4%。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

宗26日表示，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持续严峻，若疫情转坏，特区政府将果

断采取更严厉管控措施，进一步限制

经营场所营业和减少市民外出空间。

但现阶段特区政府无意推出“居家

令”或“禁足令”限制市民外出。

香港新增12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连续第五天单日新增破百例

据新华社香港7月26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26日宣布，自7月29日

起暂停所有客船及没有在港处理货

物装卸的货船的船员换班，并收紧

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的换班船

员、航班机组人员及其他获豁免到

港检疫人士的检测及检疫安排。

对于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

船，特区政府增设新豁免条件及收

紧现有要求，包括：在香港水域停留

期间，所有船员必须留在船上不得

登岸；须进行换班的离船船员在船

只停留在香港期间须一直留在船

上，直到获安排交通工具直接前往

机场登机返回其目的地，从而避免

与本地社区的接触；从外地搭乘飞

机经机场抵港进行换班的船员，须

在离开出发地前48小时内取得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

对于须往返香港与内地、澳门、

台湾或外国地区履行其职责的航班

机组人员，以及所有其他经机场到

港的豁免检疫人士，必须于出发前

48小时内取得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否则来港后必须到卫生署临时样本

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并在

采集中心或指定地点等候检测结

果。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来港进

行货物装卸的货船对供应香港社会

日常所需的物品及服务、维持香港

畅顺运作至关重要，因此特区政府

认为仍需豁免这些货船船员接受强

制检疫，允许他们在港换班。相信

在收紧相关条件后，可适当回应公

众对公共卫生风险的关注。

香港宣布29日起暂停所有客船
及部分货船船员换班并收紧豁免检疫安排

据新华社广州7月26日电 记

者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近日，该局

联合广州海关、公安部门，打掉一个

特大走私成品油团伙，初步查证该

团伙自2019年以来共走私成品油约

12万吨，案值约8亿元人民币，偷逃

税款约2.4亿元。

4月8日夜间，珠海海警局执法

人员在辖区桂山海域例行巡逻中发

现一艘大型运油船十分可疑，经登

临检查发现船上装载一批无合法手

续的柴油，随后海警部门对该船进

行查扣并受案调查。

广东海警局与海关缉私部门联

合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员分工和

组织架构。7月8日，海警、海关、公

安部门分别在广州、佛山等地以及

珠江口海域开展统一收网行动，现

场查扣涉嫌走私船舶4艘，分别在涉

案船舶和油库查扣成品油共计4700

吨，并冻结一批资金账户。

广东海警打掉一个特大走私团伙

“长江2020年第3号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

2020年直招士官工作
全面展开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军委政治工作

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展

开2020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

官工作。

今年直招士官涵盖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等

64类270余个军地通用专业，重点加大无人机、航

海、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小语种等专业招收力

度，招收规模相比去年增加近2000人。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兵征集同步组织

实施，8月1日开始，9月30日结束。应征青年可

以通过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

查询直招士官条件和各地招收专业分布情况，符

合专业范围和招收条件的在线提交报名信息，并

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统一要求，参加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等后续招收工作。

越南中部一旅游大巴翻车致13死

李显龙继续担任新加坡总理

据新华社平壤7月26日
电 据朝中社26日报道，朝鲜

开城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疑似

病例。朝鲜劳动党25日召开

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宣布在

开城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

说，24日下午获悉这一紧急情

况后彻底封锁了开城市，并采

取措施隔绝相关区域和地

区。金正恩宣布在该地区实

施紧急状态，将国家紧急防疫

体系转为“最大紧急体制”。

报道说，一名“脱北者”19

日在位于朝韩边境的开城市

从韩国一侧偷越国境进入朝

鲜，经过检查发现该非法越境

者疑似感染新冠病毒。防疫

机关对该非法越境者采取彻

底隔离措施，还同有关部门联

系，调查5日内与其接触过的

所有人员和到过开城市的人，

并对他们采取检测和隔离措

施。

朝鲜开城发现新冠疑似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