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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总工会启动

“梦圆�希望就在身边”2020年度“金秋
助学”活动。即日起至9月上旬，考上

或在校就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本

科、专科）和高中（中专、技校、职高）的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符合条件者均可向

所在单位工会申请。

记者了解到，今年“金秋助学”活动

继续实行分类补助，但资助金额大大提

高。在档困难职工子女就读大专及高职

院校（含）以上的，一次性资助由去年的

6000元提高至7200元；就读高中、中专、

中职院校的，一次性资助由2000元提高

至5000元；结对认助原则上要求资助至

学生毕业，助学金每年不低于6000元；由

爱心团体、爱心人士自愿结对助学的困

难职工子女，市总工会另对就读省内院

校的每人一次性补助2000元，另对就读

省外院校的每人一次性补助3000元，主

要用于补助学生交通及购置生活用品等

费用；对其他困难职工，子女就读大专及

高职院校（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助学

慰问金5000元；就读高中、中专、中职院

校的，给予一次性助学慰问金3000元。

为帮扶我市困难职工子女解决就

学难问题，让更多品行良好、学习刻苦

的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更好地享受教育

权利，成为社会有用之才，今年石狮市

总工会还扩大了助学范围：补助对象包

含已被列入工会困难职工档案的困难

职工、符合工会困难职工建档条件但未

建档的困难职工、其他困难职工三大

类。 （下转六版）

今年将投入1.64亿元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基础设施建设是产

业发展的基础。今年来，市委、市

政府继续把抓好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作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大事

来抓，年度计划投入1.64亿元，实

施14个园区基础设施项目，进一

步优化投资硬环境，提高园区吸

引力、承载力、聚集力。

据悉，今年我市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合计14个，总投资

3.8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64亿

元。具体为：高新区电力基础设

施提升工程石狮大道段（石狮大

道至后湖路），总长约1.9公里，建

设从石狮大道-港口大道-后湖路

的电缆管沟12管埋地高压电缆

沟；今年完成管沟开挖埋设及横

穿拉管工程、苗木种植。高新区

电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港口大道

段（后湖路至石材南路）；今年完

成管沟开挖埋设及横穿拉管工

程、苗木种植。高新区污水处理

厂尾水深海排放工程，建设内容

为全长7.1公里（DN1200）管道以

及上升管、喷口等排海管道附属

设施；今年完成前期工作，进场开

展施工准备。石狮市石湖大道污

水提升泵站（1#泵站）周边雨污管

网系统改造工程，将雨污井接入

提升泵站的管道封堵，新设

DN800雨水管700米接滨海路原

有雨水管道，经滨海一路和裕园

路接入锦江外线在建雨水管；今

年完工。大厦路（大厦路至石材

南路段）排水沟改造工程，建设内

容为对大厦路至石材南路排水沟

进行改动，对其侧面及沟底进行

铺 设 ；今 年 完 工 。 高 新 区

2010-30-02地块周边道路完善工

程，即对2010-30-02地块东侧道

路进行拓宽；今年完工。后湖一

路（通达至石狮大道）污水管道工

程，从通达新厂门口新建一条

DN500污水管道，横穿公路至后

湖一路东侧，沿后湖一路东侧铺

设至石狮大道北侧原有污水井，

以满足企业排污需求，长度约为

250米；今年完工。后湖二路工程

A标，全长0.42公里，道路宽度26

米，配套建设雨污、弱电、路灯、绿

化等工程；今年完工。后湖支路

（后湖一路—后湖二路）道路工

程，沿原蚶江大道规划位置，自后

湖一路至后湖二路，长约1公里，

道路宽度26米，配套建设雨水、

弱电、路灯等工程；今年完工。五

金印刷机械园纬六路西段工程，

从共富路连接至双吉路，长约1

公里，宽30米，双向四车道，配套

建设排水排污管网、弱电管道、人

行道、绿化及路灯等；今年完工。

石狮海洋生物食品园A区道路建

设工程（海洋生物食品园一期用

地、道路及配套工程），对海洋生

物食品园内部企业用地进行平

整，建设4条园区支路；今年基本

完工。石狮海洋生物食品园C区

道路工程，建设四条支路，配套园

区公园用地面积约27.5亩，今年

完成总工程量50%。莲农路、古

莲路工程，莲农路起点为伍堡路、

终点为古莲路，长度331米，宽度

18米；古莲路起点为支路五、终点

为莲农路，长度435米，宽度18

米；建设内容主要为混凝土路面、

人行道、挡土墙及道路雨污水管、

路灯、绿化等工程；今年基本完

工。石狮海洋生物食品园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排水工程（海洋生物

食品园污水处理厂），占地34.12

亩，总建筑面积4706平方米，主

要用于收集、处理海洋食品园内

企业生产、生活污水，日处理污水

量近期0.75万吨/日，远期1.5万

吨/日，尾水压力管道按远期规模

一次性敷设，总长约4.2公里；今

年基本完工。 （记者 许小雄）

据石狮市商务局统计数

据，“618”购物节期间，石狮市

网络零售额60.5亿元，占比泉

州市网络零售额为33.9%，位居

福建省第一位。而在“直播实物行业

商品上架次数TOP10”一项中，石狮市

以超41.6万次，同样获泉州魁首，直

播带货，渐成石狮电子商务的新业

态，成效喜人。

石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起直播带货，2月22日—3月22日

的“2020石狮品牌服装网上直播专卖

节暨网红选品节”，让新老石狮人印

象深刻。在此次活动中，石狮市长化

身主播，16个直播间同时开播，40多

位网红达人连麦直播，活动汇聚石狮

本地服装产业的150多个品牌、上万

款服装好货，服务105家企业，对接网

红机构和网红团队逾500家，线上链

接8个直播平台，促成36家本地服装

企业与直播机构签订意向采购金额

1.5亿元，直播销售1.19亿元。全市服

装企业通过直播带货或引流销售的

经营额突破10.8亿元。“在3月13日

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点赞了

石狮直播节。”这位负责人说。

继2月22日石狮首创市长直播

带货节，“市长带货直播”成了全国疫

情下“六稳六保”工作助推企业复工

复产的新模式后，石狮连续推出了五

季“网红狮城、源头好货”系列活动，

五季活动的举办，“雨后春笋”般的直

播基地应运而生。截至上半年，我市

1000平方米以上规模的直播基地从

0增加到食品城、国际轻纺城、海西

电商园、双奇、福子哥、木林森、

千玺、狮城众创、鼎盛、青创城、

八号人、典量、印象空间等13

家，分布在灵秀镇、湖滨街道

等。

直播需要网红，商家自身就可以

成为网红。与五季“网红狮城、源头

好货”系列活动相对应，5期网红培训

班应运而生。2月22日—3月22日，

在青创城举办网红培训班，共90人参

与。作为“石狮市品牌服装网上直播

专卖节”系列活动之一，课程由青创

直播基地专业讲师吴建设讲课，这是

我市培养网红人才，激活城市发展的

“网红基因”的首次官方举办的网红

直播培训。此后，3月4日，在石狮国

际轻纺城举办“石狮网红主播培训班

石狮服装城专场”，100多名“准网红”

参加培训；

（下转二版）

石狮又有7条路获正式命名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石狮市民政局

获悉，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又有7条路

正式命名。新命名的7条路分别为：镇

中南路（南起南环路；北止九二路）；玉

澜路（南起龟坝水闸；北止石狮大道）；

浦宁路（南起北环路口；北止石狮大

道）；浦兴路（南起鞋城支路；北止中兴

科技公司）；海星路（东起延平北路；西

止学辉路）；金耀路（南起金盛路；北止

海宁路）；金鑫路（东起南洋路；西止金

耀路）。其中，镇中南路位于凤里街道

辖区，玉澜路、浦宁路、浦兴路位于宝盖

镇上浦村辖区；海星路位于宝盖镇铺锦

村辖区；金耀路、金鑫路位于灵秀镇曙

光社区辖区。

据了解，近年来，为适应城乡建设、

社会发展及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石狮市

不断加强规范地名管理和使用，一方面

对新增的道路以寓意明确、辨识度高为

原则，进行正式命名；另一方面，对因道

路改造、旧城拆迁和新区建设而造成的

路名不规范、道路起始点模糊不清等问

题进行全面规范梳理。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涌涌）

本报讯 日前，我

市出台《石狮市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

制》，将建立市、镇、村三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进

一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6月初，石狮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立，着力

化解本辖区内发生的重大矛盾纠纷和跨地区、跨领域、

跨部门的疑难矛盾纠纷，让各类矛盾及时、就地化解在

基层。据了解，石狮市矛盾多元化解中心与劳动争议、

交通事故纠纷、家事纠纷、消费纠纷、海上枫桥、医疗

纠纷六个化解分中心，都属于市级多元化解中心。

根据工作机制的安排，镇级多元化解中心依托各

镇（街道）级综治、司法行政或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通过整合有关调解力量开展工作。村级多元化解中

心依托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由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牵头负责，基层社会组织、驻村（社区）民警、

调委会主任、村干部、治保员、协管员、网格员等人员

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多元化解中心及分中心均为

矛盾纠纷调解机构，当事人可通过石狮市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平台在线申请化解纠纷，也可到各调解机构受

理窗口现场申请。调解机构受理窗口对现场申请，符

合规定的，应统一进行登记受理，不得以非其职能范

围为由不予登记。调解机构受理的矛盾纠纷，确实非

其职能范围的，要根据规定进行分流处理。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庄英材）

石狮组织举办46场
乡村医生典型经验分享会

本报讯 截止目

前，我市乡村医生典

型经验分享会圆满

结束。自5月份以

来，石狮市卫健局组

织全市乡村医生召

开46场典型经验分享会。

作为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举措之一，典型经

验分享会给乡村医生构建起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此

次分享会涉及的内容包含疫情期间村医典型工作做法、

慢病随访工作、传染病预防、产后访视及新生儿访视等，

为全市乡村医生面临类似的难题时，提供借鉴与参考，

也为基层医生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经验。

此前，我市针对乡村医生留住人才、提升队伍建设

水平等，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明确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

务、乡村医生津贴补助和药品零差率补贴，实现群众就

医的15分钟医疗服务圈等。下一步，我市还将陆续开

展乡村医生规范化培训、星级村卫生所（室）创建、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一对一帮扶”、提升乡村医生急救能

力等系列活动。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朱丹萍）

本报讯 8月1日上午

9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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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

发放仪式在石狮市人力资

源大厦和各镇（街道）同步

举行。318名符合条件的

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喜获积分入学

凭证，他们的子女将进入心仪的公办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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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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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2020年，石狮在公办幼儿园、

义务教育阶段划出565个起始年级学位（新市民504

个、民办高校人才41个、新闻行业人才20个），供新市

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子女积分申请入

读。经有关程序，318人获得积分入学凭证。其中，A

类166人、B类140人、C类9人、D类3人。

“真的是非常激动，通过新市民积分，我不仅在石

狮买了房、安了家，这次还将女儿送进了厦门外国语

学校石狮分校就读。”任职于福建省石狮市华联服装

配件企业有限公司的李桂炎，来石狮工作17年了，

2017年他通过新市民积分获得了12万元购房补贴，将

家安在了石狮，“我女儿小学是在锦峰实验学校就读

的，能够通过积分入学进入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

读初中，全家人都很开心，真的是非常感谢石狮的新

市民政策！” （下转六版）

本报讯 从今日开始，今年秋季想转入石狮市小

学就读且符合转学条件的非一年级学生，可向所在服

务区学校登记申请。

根据石狮市教育局出台的《关于2020年秋季小学

接收学生申请转学的工作意见》规定，转学对象为：今

年秋季申请转入石狮市小学就读的非一年级学生，转

学条件参照本年度一年级招生规定要求执行，转学对

象为回原籍生、购房实际入住并入户的适龄儿童、购房

实际入住的适龄儿童、企业员工随迁子女等类别，并按

批次、按顺序接收。学校年级平均班生规模若超过省

教育厅规定的标准，必须严格落实“只出不进”要求。

在申请流程上，8月3日至8月10日，符合转学条

件的申请对象向所在服务区学校登记申请，其中沿海

五镇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解决转学问题。实小、

二小、三小、五小、实中附小、六小、七小、厦外石分附

小接受服务片区内回原籍生、购房及新入户者的转学

登记申请。实小片区随迁子女委托宽仁小学接受登

记，二小片区随迁子女委托林边小学接受登记，三小

片区随迁子女委托前坑小学接受登记，实验中学附小

委托新湖中心小学接受登记，五小片区随迁子女委托

坑东小学接受登记，六小片区随迁子女委托五星小学

接受登记，七小片区随迁子女委托前坑小学和桃源小

学接受登记，厦外石分附小及世茂实小片区随迁子女

委托鹏山附小接受登记。在学位安排上：各学校根据

学位剩余的情况（有剩余学位的学校指年级平均班生

少于50人规模的，原则上超过50人的班级执行“只出

不进”的规定），在9月4日，有学位接收转学的学校自

行通知申请对象入学，需调剂的由小教指导中心通知

转学对象到调剂学校报名入学。不服从教育局调配

的，视为自愿放弃学位。 （记者 许小雄）

产业攻坚年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

直播带货成石狮电商新业态

2020年金秋助学启动 最高一次性补助7200元

城市�产业�人才
石狮市委组织部
石狮市委人才办

主

办

石狮秋季小学
非一年级学生转学

今起申请

石狮发放
2020年积分入学凭证

石狮建立市、镇、村三级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强基促稳”在行动

永宁镇召开
第十三届人大七次会议

本报讯 7月31日，永宁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通过永宁镇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

财政预算报告、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吴清木到会指导。

2019年，永宁镇按照“创新转型、实业强市”和“实

业项目赶超年”的工作要求，主动融入石狮海岸带规

划建设，在全市率先启动全镇乡村振兴村庄规划，明确

“太平洋西岸、十里黄金海岸、六百年古卫城、秀美生态

农庄”的小城市发展定位，全力打造“山海城”景观带。

该镇积极推进以六百年古卫城为中心的国家AAA级

旅游景区创建、海洋世界重装换新颜、红塔湾旅游公

路、红塔湾海岸公园相继建成、观音山城市会客厅开工

在即、新沙堤盘扣精品民宿稳步推进。永宁在深化推

进全域旅游的同时，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向

着高质量滨海文化旅游名镇迈进。 （记者 占婷）

本报讯 3号台风“森拉克”停编，4号台风“黑格

比”即将登陆。8月2日17时，省防指提升防台风Ⅲ级

应急响应；2日19时，泉州市防指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

响应；2日20时，石狮市防指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

应。据预计，4号台风“黑格比”或将于3日夜间在浙江

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受南海辐合带北抬影响，

3—5日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

4号台风“黑格比”个头虽小，但不排除近海发展

增强的可能。根据省防指指令，在闽东渔场、闽外渔

场、钓鱼岛海域渔船务必按时撤离到安全海域或回港；

宁德、福州和平潭已进港避风的渔船上所有人员务必

于3日8时前全部撤离上岸，在台风影响解除前所有渔

船不得进入闽东渔场、闽外渔场及钓鱼岛海域生产作

业。宁德沿海养殖渔排上的所有人员，务必于3日8时

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渔排上的老

弱妇幼人员，务必于3日8时之前全部撤离上岸；同时

做好养殖渔排和渔港设施安全加固工作。在台风影响

解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渔排生产作业。宁德沿海旅游

景点及涉岛旅游、滨海施工工地等应于3日8时之前

关闭和停工。此外，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

城乡积涝和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另悉，受南海辐合带北抬影响，3—5日我市有较明

显降水过程，其中3日小到中雨，4日大雨到暴雨，5日中

雨。预计3—5日过程累积降水40～80毫米，局部超

100毫米。 （记者 林恩炳 颜华杰 通讯员 林联发）

台风“黑格比”逼近
石狮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