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湖港7月份散杂货业务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我市石湖港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据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石湖港

完成散杂货业务310732吨，同比增长75.98%，环比增长172.40%，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当前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国
内各港口企业进出口业务增长动力受影响。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联合营销中心，在巩固现有业务情况
下，深挖潜在业务，优化货源结构，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营销措施，让石湖港业务朝着既定目标奋发
前行。 （记者 李荣鑫 通讯员 姚凯达 陈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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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召开
围产保健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卫生健康

局在市妇幼保健院召开2020年围产

保健协作组工作会议。

会议首先就2例危重症孕产妇

的救治情况进行讨论，并逐一分析孕

期保健情况及救治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成功的经验，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进一步干预措施，切实提高围产保

健工作质量和救治能力。随后对妊

娠期癫痫有关知识要点进行培训。

会议还对围产保健相关工作进

行部署，要求各医疗保健机构要时刻

绷紧母婴安全这根弦，深入实施母婴

安全行动计划，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

项制度，不断夯实母婴安全主体责

任，推进母婴安全各项保障措施落到

实处，努力降低孕产妇、新生儿死亡

率。（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刘倩云）

本报讯 日前，由石狮市民政

局、市委人才办联合开展的2019年

度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统计

结果出炉。统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9年12月31日，石狮市共有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 1305人，其

中，男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806人，

女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499人，主

要集中在城乡社区、民政、公安、社

会组织等领域。

据介绍，此次统计的“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是指具备一定社会工作专

业素质，在相关领域从事专门性社会

服务的人员。其中，“一定社会工作

专业素质”是指取得社会工作及相关

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取得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等条件；“相

关领域”主要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

助、扶贫济困、慈善事业、社区建设、

婚姻家庭、心理健康、残障康复、教育

辅导、就业援助、青少年事务、职工服

务、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

卫生健康、政法综治、应急处置、退役

军人事务、群众文化等。

记者了解到，通过对全市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资源进行全口径调查统

计，摸清底数，明晰结构分布，将为今

后制定完善有关政策、深化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依据。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涌涌）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石狮市总

工会获悉，今年上半年，石狮市职工

医疗互助活动共有386人次患病职

工申请补助，共计发放1186296元补

助金。其中，22名职工各获得万元

以上补助，3名女职工共获得女职工

特殊疾病保障补助金32000元，有

效减轻了患病职工的医疗负担。

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作为职工基

本医保的有效补充，是工会服务职

工，为党政分忧，为职工解难的一项

暖心工程、民心工程。自2006年10

月启动以来，石狮市职工医疗互助

活动以“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

为主题，通过发动职工积极参与、互

助互济，帮助患病住院职工解决个

人医疗费用过高的困难，目前活动

已开展至第十四期。

据悉，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在职

工生病住院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类职工医疗互助的报销比例

为60%，每期最高补助限额为8万

元；非公企业类职工医疗互助的报

销比例为50%，每期最高补助限额

为5万元。凡是参加职工医疗互助

的职工，住院结算扣除医保或居民

保报销部分后，自付部分扣除全自

费，可以按一定比例从医疗互助中获

得补助。职工因工伤（职业病）、交通

事故或因大病无法住院治疗却产生

门诊手术费用的，以活动期内发生的

医疗总费用为依据给予慰问，最低

1000元、最高5000元。对于恶性肿

瘤（含白血病）门诊放化疗、器官移植

门诊抗排斥反应治疗等特殊门诊也

给予当年慰问，为广大职工织就一

张广覆盖、多层次的保障网。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许紫燕）

本报讯 7月份，市创城办持续

开展常态化创城和公共环境督查考

评，发现各类问题5480个，涉及77

个责任单位，已整改4325个，整改

率78.92%。其中，随机考评村居环

境卫生、道路市容市貌、海岸带等

84个区域，发现市容环境卫生问题

共1624个，已整改1608个，整改率

99.01%。泉州考评中心随机考评

我市村居、道路、海岸带等39个区

域，发现各类问题201个。在泉州

城乡环境卫生考评中，我市以93.56

分位居第二名，抽评的39个区域

中，37个村居、道路、海岸带和公厕

考评成绩均达90分以上。

7月份，我市全面展开迎接全

国文明城市总评工作。7月3日，召

开全市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总评工作

部署会。 （下转六版）

职工提升职业技能
最高可获补贴2000元

本报讯 职业培训补贴是一项支

持各行业从业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拓

宽就业渠道的重要政策，也是落实

“民生提档年”的重要举措。日前，石

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

2020年第二季度（第五批）失业保险

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补贴名

单，13人将获技能提升补贴共计2.4

万元。

根据《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失业保

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

工作的通知》《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省人社厅 财政

厅 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和技能提升有关

工作的通知》规定，职工取得初级（五

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补贴标准为1000元；职工取得

中级（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1500元；

职工取得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

2000元。 （记者 周进文）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委政法委

获悉，我市将组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宣传暨创建“无诈骗社区”活

动，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知识普

及到千家万户，源头上控制和减少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记者了解到，创建“无诈骗社区”

活动中，我市将在银行、宾馆、超市、商

铺、医院、学校、农贸市场、公园广场、

沿街单位及交通主干道等有电子显示

屏的点位，增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内容循环播放频次，设置宣传专栏；

在绿化带灯箱增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内容；在公交车、出租车、客运站

及公交站台等利用电子显示屏、广告

牌或者标语加强宣传；在交通要道、居

民小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布置

一批横幅。同时，广泛开展“反诈进镇

办、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厂”等系列宣传

活动，定期对社区进行入户访查，防止诈

骗窝点在社区落地生根。此外，还将激

励群众有效发挥反诈骗宣传作用，充分

调动群众对参与反诈骗宣传工作的积

极性，从中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的反诈

宣传员配合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对于

表现突出的，将授予证书及荣誉称号。

据悉，通过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宣传工作和创建“无诈骗社区”

活动，我市将力争实现全市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发案数、损失数同比下降，力

争社区无诈骗窝点、无诈骗嫌疑人，群

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知晓率达到

80%以上，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创建“无诈骗社

区（村）”活动将作为我市平安村（社

区）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创建结果纳

入市综治平安考核。（记者 杨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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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上半年发放
118万余元职工医疗互助补助金

创城督查考评在行动

“强基促稳”在行动

七月份创城督查考评成绩公布

泉州城乡环境卫生考评
石狮名列第二

石狮现有社会工作者1305人

本报讯 8月9日下午，福建省

政府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

警示教育视频会议举行。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王宁主持会议并讲

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龙通

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关于泉州欣

佳酒店“3�7”坍塌事故调查相关情
况和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及典型事故分析。石狮市委书记

蔡萌芽，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春辉，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拥军，以

及市直部门、各镇（街道）、高新区、

上级驻石有关单位负责人在石狮

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抓好安全生产要切

实增强红线意识。安全生产是不可

逾越的红线、底线。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重要批

示精神，坚决扫除重视不够、懒散懈

怠、麻痹大意、责任淡薄等各类思想

上的安全隐患，牢固树立红线意识

和底线思维，做到警钟长鸣，把安全

生产责任传递到基层、传递到“最后

一公里”、传递到每一根“神经末

梢”，把安全生产抓实抓到位，以实

际行动和具体成效体现“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每家企业都要建立层层负责、人人

有责、各负其责的安全生产工作体

系，确保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

基础管理、应急救援等落实到位。

要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安委会

要发挥指挥协调作用，全面统筹安

全生产工作；各部门要履行安全职

责，层层压实“三个必须”责任。

（下转二版）

本报讯 8月9日下午，泉州市安全

生产警示教育暨消防安全紧急排查整治

视频会议举行。泉州市委书记康涛讲

话；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礼主持会

议；泉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洪自强通

报事故情况，部署泉州市安全生产有关

工作。石狮市领导蔡萌芽、黄春辉、林天

虎、陈元生、廖春园、陈拥军、杨德才、张

永安、施汉杰、李斌、黄延艺、邱永丰、刘

艺波、黄建辉，以及市直部门、各镇（街

道）、高新区、上级驻石有关单位负责人

在石狮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一要切实提高站位，以对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压紧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压实领导责任，坚

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

各部门“一把手”要带头履行第一责任人

职责。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综合施策，

确保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

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切实守好

第一道防线。要压实监管责任，坚持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细化措施，通过购买

服务等方式，利用各种力量解决监管人

员、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把监督管理责

任压实，确保安全处置坚决有力。二要坚

决抓实抓细抓到位，真正扛牢促一方发

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警钟长

鸣，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要作为担当，对

历史负责，从制度、规矩、成批上解决问

题。要老老实实抓整改，敢于直面问题，

抓好隐患排查，防止问题“回潮”。

石狮市委书记蔡萌芽强调，要深刻

汲取教训，从安全事故中得到警示教育，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对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好

抓实安全生产。要紧紧扭住重点，认真按

照省、泉州市的部署要求，抓好“五大重点”

的排查整治，并结合石狮实际，抓好厂房分

租、群租房、用电超负荷、电线路老化、电动

车充电、房屋检测、渔船管理、采砂、海边防

溺水等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改，督促每家企

业安全管理员配备履职到位。要切实抓细

抓实，在“实”“细”上下功夫，把工作做扎

实、做到位。各挂钩市领导要压到一线抓

安全生产，靠前指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要负总责，切实承担

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安全生产工作要

亲自安排、亲自部署；部门分管领导要专

门找短板、抓死角，上有针对性、管用的

措施，确保隐患整改落实。

石狮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春辉指出，

要传递压力，建立周通报、月表态、依法

依规处置制度，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

责任。要严格管理，扎实推进安全员管

理、分级分类管理落实到位，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以条为主、块配合，严格管理

落实。要提升能力，抓好电焊工全面培

训管理，抓好村（社区）安全演练，开展

室外变电器专项整治，加强消防设备安

装，加快危化品基地建设，全面检查液

氨搬迁到位，推进防汛防台风基础设施

建设。 （记者 许小雄）

树牢红线意识底线思维
把安全生产抓实抓细抓落地

福建省政府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警示教
育视频会议举行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泉州市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暨消防安全紧急排查整治视频会议举行

石狮强力推进创建“无诈骗社区（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