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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省发改委转下达2020年卫生领

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根据投资计划，石狮市中医院

在列，并获得中央资金补助600万元。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公共卫

生体系而言是一次“大考”。对此，我市积极向上争

取项目资金支持，得到中央资金补助。此次下达的

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旨在全面做好公共卫生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工作，提高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能力。石狮市中医院获补助600万元，这些资金

将主要用于项目土建施工、设备购置，同时以投资

带动体制机制改革，切实发挥投资效益。

据悉，石狮市中医院项目主要是在原市医院基

础上，对门诊楼、医技楼和病房楼内外进行装修改

造，增设一个900立方米的消防水池、一座钢结构连

廊和发电机房。建成后，将打造为集康复治疗、疗

养为一体的石狮首座中医院，持续完善石狮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目前，该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有望

于今年9月份完工。

（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石狮未成年人保

护联盟让各职能部门在防范治理校园

欺凌、助力平安校园建设中联手联动，

共同筑起了一道牢固而安全的“防火

墙”，为全市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快

乐的成长环境，并成为石狮法治教育的

一张新名片。

未成年人保护联盟
持续“升级”

2018年3月，在石狮市委、市政府

支持下，由市检察院牵头，联合综治办、

公安局、教育局等12个部门，共同组建

了“石狮市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出台

“保护校园安全十项措施”，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使孩子们

身边有了一群可信赖、可依靠的“超

人”。

石狮市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各单位

密切配合，持续开展“检察官、警官、志

愿者进课堂”活动。截至目前，共组织

60名检察官、78名警官、185名志愿者

走进石狮99所中小学校、幼儿园，普及

法治知识，进课堂讲课100余场次，受

教育学生超过11万人次。

在石狮市未成年人保护联盟成立

后，石狮又持续推动成立“校级”未成年

人保护联盟，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触角

延伸到学校、班级、学生，使得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触角直达“神经末梢”。至今

全市已有7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了

“校级未保联盟”。

严把“入职关”
率先推行准入机制
针对学校聘用老师、校车司机、保

安、物业管理人员等未经过政审，与学

生频繁接触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联

盟成员单位市检察院、公安局、教育局

共同出台《教育从业人员准入查询工作

规定》，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严重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犯罪案、涉黄涉毒涉

赌、涉恶涉黑等七类案件的涉案人员，

禁止其从事未成年人教育、看护工作，

并联合公安局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案件信息库。

据了解，这样的查询准入机制在全

省是首创。2018年以来，市检察院、公

安局、教育局联合开展中小学校、幼儿

园聘用人员任职资格排查，以及校外培

训、托管机构聘用人员任职资格排查

等，共排查聘用人员8500多名，发现存

在不良记录工作人员44名，刑事犯罪

记录人员21名，并辞退23人，训诫谈话

42人。

（下转六版）

本报讯 为深耕泉州市人才

“港湾计划”,加快集聚和培育创

新人才，推进创新人才与产业发

展互促互动，8月18日，石狮市举

行创新人才“5R计划”发布会，正

式启动实施创新人才“5R计

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创设平台、

搭建载体、改进管理、共享资源、

提升能力等方式，吸引更多创新

人才到石狮企业柔性开展项目合

作、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破解县

域高端人才引聚难题。

建设“人才R站”
搭建研发交流平台
鼓励企业建设“人才R站”

（Research，研究），为人才提供工

作、交流、生活等便利。石狮市首

批认定了8家“石狮市人才R站”，

给予每家1万元建设经费补助。

此外，还将依托石狮市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建立石狮市校地合

作服务平台，精准服务高校创新

人才与石狮企业，推动项目对接

和技术合作。对引进的人才每年

在石实际工作时间达到30天以

上的，将给予企业最高1.5万元的

一次性交通补贴。

推行“专家R行”
吸引更多返聘专家来石
聚焦已退休的高校、科研院

所等专家人才，组织“专家R行”

（Rehire，返聘）。通过举办“专家

企业行”活动，支持企业采取项目

合伙人、技术入股等方式与高校、

科研院所等退休专家人才开展合

作。石狮市将定期组织评选“金

凤凰奖”，表彰在石工作成效突出

的返聘专家人才，给予最高5万

元工作生活补助。

实施“平台R化”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针对高校在石研究机构作用

发挥不理想问题，借鉴高校研究

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成功经验，实

施“平台R化”（Refinement，改

进）。通过指导四川大学、西安工

程大学等在石高校研究机构成立

市场化运营主体，建立分类激励、

动态管理制度，激发高校人才在

石创新活力。同时，鼓励在石高

校研究机构常态化举办项目对

接、技术推介活动，对促成科技成

果在石狮转化并经技术合同登记

的，按项目交易额的3%给予企业

奖励，最高奖励50万元。

发放“共享R券”
提高创新资源利用率
面向全市中小微企业和创业

人才团队发放“共享R券”（Re-

source，资源），支持无偿或低价使

用在石高校研究机构科研设施与

仪器资源，解决科研设备利用率

低问题。同时，支持企业与在石

高校研究机构开展项目合作，对

企业购买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并

经技术合同登记的，按实际支付

技术交易额给予企业10%奖励，

最高奖励100万元。

举办“创新R班”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依托石狮市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市场化实施“创新R班”（Re-

lay，接力）项目。通过与专业机构

合作举办“创新R班”，导入优质

创新人才资源，并筛选具有发展

潜力的创新创业人才，开展创新

研修班、创新思维训练、创新研习

坊、创新案例游学等多种形式的

学习活动，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

力。此外，还将持续办好青商学

苑、青年狮享汇、塔山学坊等人才

培训特色品牌，着力提升企业家

创新意识。 （记者 周进文）

本报讯 福建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日前

对“2019年省级青年文明号”进行认定，中国电信石

狮分公司南环营业厅、石狮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2个集体榜上有名。

据悉，近年来，石狮团市委以争创“服务一流、管

理一流、人才一流、效益一流、文化一流”为目标，引导

广大青年文明号集体深入开展优质服务示范月、爱心

助力脱贫攻坚——号户结对活动等主题实践活动，进

一步激发创建活力，推动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持续健

康发展。此次石狮有2个集体入选。其中，中国电信

石狮分公司南环营业厅在上级党团组织的指导下，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承“用户至上，用心

服务”的理念，围绕“五个一流”，践行“三服务一先

锋”，深入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于2017年获

评石狮市“青年文明号”，2019年获评泉州市级“青年

文明号”，2020年获评中国电信泉州分公司2019年度

金牌营业厅。石狮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把创建

“青年文明号”作为科室发展的着力点，以“展示青春

风采，呵护儿童健康”为争创口号，按照“五个一流”的

要求，对内规范管理，对外用心服务，不断丰富优质服

务内涵，扎扎实实地开展创建活动，于2016年荣获石

狮市“青年文明号”称号，2018年荣获泉州市“青年文

明号”称号，同年获准成为全省首批3家省级儿童早

期发展示范基地之一，其母婴室被评选为“福建省

2018年度我最喜爱的妈妈小屋”，2019年获评“全国

巾帼文明岗”。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钱艺煌）

本报讯 记者从石狮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20

年第一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102.31796万元已

下达。其中，中央补贴48.732万元、省级补贴19.397

万元、石狮市级补贴34.18896万元，共有20个单位、

个人受益，申请购置农机具63台（套）。

据介绍，今年农机购置补贴继续实行“自主购

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

的操作程序。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

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中央补贴农机具种类

范围为14大类35个小类76个品目，省级补贴农机

具种类范围为5大类8个小类10个品目。

“今年购机农户足不出户，只要在家轻点手机，

也能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为方便广大购机户申请补

贴，今年，工作人员积极引导购机户通过手机App

申办农机购置补贴，了解最新政策和申请流程，实

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补贴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经济负担，极大

提高农民耕作的积极性，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记者获悉，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在继续落实购

机补贴政策、加大农机示范推广力度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关键环节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重点推广

旱地作物机械化种、收，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助力农业高效发展。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宋传福）

本报讯 8月22日，2020年度石狮市市情讲解员

（导游）第二期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班吸引了来自

我市各部门、学校、镇（街道）、村（社区）、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各行业的110名学员报名参加，其中既有退休

多年的老师，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不少热爱旅游

的讲解爱好者。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由市委宣传部、文体旅游局、

教育局联合主办，市伴手礼行业协会承办。培训期

间，来自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黎明大学外

语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泉州华光艺术学院播音

主持专业等高校的教授及老师将从讲解员的语言素

养与形象设计、讲解员（导游）业务、商务社交礼仪等

方面进行授课；泉州五中教师、《乐游石狮》撰稿人吴

世友将为讲解员们带来《民俗文化与旅游漫谈》。

据悉，此次培训旨在培育旅游讲解人才，提高讲

解员相关业务技能，学会用更加准确、更有温度的语

言去讲述石狮“好故事”，传递石狮“好声音”，展示石

狮“好形象”，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佳曲）

本 报 讯 连 日

来，石狮市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组织对基

层医疗机构开展疫

情防控专项监督检

查，进一步督促基层

医疗机构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规范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此次专项检查，主要检查基层医疗机构疫情防控

工作的落实情况，包括医疗机构内全人群健康监测情

况，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落实情况，对就诊患者进行体

温测量、查验健康码开展情况，诊室清洁消毒情况，是

否有发热病人基本情况登记本，是否截留发热病人，

是否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等。本着抓严、

抓实、抓细的原则，检查人员对医务人员口罩佩戴不

规范、场所清洁消毒记录不完整等情况，开具卫生监

督意见书45份，对未设置发热门诊接诊发热患者、医

疗机构内全人群健康监测落实不到位、就诊患者体温

测量、查验健康码落实不到位等情况进行立案查处，

共立案16起。

目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为进

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常态化防控工作，巩固我市疫

情防控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石狮市卫生局卫生监

督所将继续加大监督巡查力度，对医疗机构及个

人在常态化防控工作中的不作为、懈怠行为依法

予以查处。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王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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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1日，在联邦国际商

业城改造项目——石狮金辉城，占地

面积约45亩的石狮市第九实验小学

已经动工建设，推土机、土方车来回

穿梭，打桩机上下作业，现场机器轰

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据悉，为促进全市教育均衡发

展，石狮市人民政府、石狮市联邦国

际商业城改造建设工作指挥部未雨

绸缪，在片区改造初期就规划了学校

用地，建设一所标准公办市直实验小

学。该小学由金辉集团按照示范校

的标准建设，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验收，学校建成后，无偿移

交石狮市教育局使用。

石狮市第九实验小学位于石狮

市主城区城北板块，紧邻北环路，位

于金盛路和海宁路之间，南洋路和金

盛路交叉区域。该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约30000㎡（约45亩），总建筑面积
约25000㎡，包括2栋教学楼、1栋综
合楼、1个操场，共设36个班级，可容

纳1620名学生。这标志着石狮金辉

城准业主们及附近的适龄儿童，有望

于两年后在家门口享受到3+6的优质

教育资源。

（记者 颜华杰）

第九实验小学动工开建
民生提档年


